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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47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20-032 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袁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邹崚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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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8,552,744.06 321,293,618.52 -2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002,033.57 18,940,920.03 -2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898,139.25 12,790,802.47 -38.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241,288.96 13,141,292.66 -269.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1.16% -0.2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957,278,554.79 3,786,970,154.77 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26,225,176.16 1,609,903,254.33 1.0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9,097.0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317,767.7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732.0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21,758.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2,285.42  

合计 6,103,894.3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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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992
注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京派雷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11% 194,260,200 0 质押 56,201,600 

吴波 境内自然人 16.06% 135,000,000 101,250,000 质押 23,474,000 

南京埃斯顿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5% 91,250,000    

派雷斯特－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19派雷 EB01担保及信托财产

专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9% 63,791,90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25% 60,963,714    

司景戈 境内自然人 1.19% 10,015,000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0% 6,727,400    

北京和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和源庚酉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0.77% 6,453,00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9L-CT001 深 

其他 0.48% 4,071,500    

张忠孝 境内自然人 0.47% 3,973,75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南京派雷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194,26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260,200 

南京埃斯顿投资有限公司 91,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1,250,000 

派雷斯特－申万宏源承销保荐－19派雷 EB01 担

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63,791,909 人民币普通股 63,791,90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0,963,714 人民币普通股 60,963,714 

吴波 33,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750,000 

司景戈 10,0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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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6,727,400 人民币普通股 6,727,400 

北京和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和源庚酉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4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53,00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19L-CT001 深 
4,071,500 人民币普通股 4,071,500 

张忠孝 3,973,753 境外上市外资股 3,973,75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吴波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16.06%，通过持有派雷斯特

96.89%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派雷斯特、派雷斯特－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19派雷 EB01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分别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23.11%、

7.59%。 

（2）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登记结算下发的前 200 名证券持有人名册（未合并融资融券信用账户)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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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233,830,642.88      83,429,234.62  180.27%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进行暂时闲置资金现金

管理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74,053,779.44     253,964,988.91  -31.47%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前期票据到期及安排未

到期票据进行供应商货款支付所致； 

预付款项      28,946,295.98      16,526,886.27  75.15%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为应对疫情进行原材料

储备采购预付货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43,158,996.68      23,744,924.13  81.76%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投资分红所致； 

短期借款   1,263,396,652.98     966,351,699.41  30.74%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为应对疫情影响，公司

进行资金储备从银行获得疫情支持贷款增

加所致； 

应交税费       8,689,622.92      20,343,621.70  -57.29%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支付上年度相关税费所

致； 

其他应付款      66,028,645.51     117,829,228.50  -43.96%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进行三期股权激励验

资，原暂收股权激励款重分类至其他非流

动负债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47,060,405.50     109,683,801.51  34.08%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部分长期借款1年内到

期重分类所致； 

长期借款     128,868,900.00     238,624,742.50  -46.00%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部分长期借款1年内到

期重分类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40,828,704.06      20,655,241.26  97.67%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进行三期股权激励验

资，原暂收股权激励款重分类至其他非流

动负债所致； 

库存股     102,380,431.92      81,091,574.40  26.25%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进行三期股权激励验

资，增加库存股； 

二、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28,552,744.06     321,293,618.52  -28.86%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因疫情导致物流不畅影

响交付所致； 

营业成本     146,286,744.79     195,871,326.96  -25.31%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成本控制初显成效，导

致成本降幅大于收入降幅； 

税金及附加         661,376.38         835,912.04  -20.88%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销售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1,096,458.99       8,584,497.93  29.26%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为应对疫情影响，公司

进行资金储备从银行获得疫情支持贷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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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所致； 

投资损益      19,208,241.86       5,470,500.62  251.12%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投资分红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081,608.55      -2,252,371.40  -148.02%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坏账计提转回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9,160.80             884.13  -2267.19%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减少

所致； 

所得税费用      -6,892,001.12       1,883,425.26  -465.93%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

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241,288.96      13,141,292.66  -269.25%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为应对疫情进行原材料

储备采购预付货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7,297,815.86    -230,371,096.03  -31.72%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股权投资及闲置资金现

金管理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4,211,457.09     124,323,613.11  40.13%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为应对疫情影响，公司

进行资金储备从银行获得疫情支持贷款增

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2020年1月16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

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

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53358&

announcementTime=2020-01-16 

关于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

登记完成的公告 

2019年01月17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

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

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57580&

announcementTime=2020-01-17 

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2019年01月22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

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

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77278&

announcementTime=2020-01-22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顺延的提示性公告 

2019年01月30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

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

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87068&

announcementTime=2020-01-30%2023:07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可交换债券进入换股期的提示性公告 2020年2月21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

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

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15409&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53358&announcementTime=2020-01-1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53358&announcementTime=2020-01-1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53358&announcementTime=2020-01-1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53358&announcementTime=2020-01-1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57580&announcementTime=2020-01-17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57580&announcementTime=2020-01-17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57580&announcementTime=2020-01-17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57580&announcementTime=2020-01-17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77278&announcementTime=2020-01-22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77278&announcementTime=2020-01-22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77278&announcementTime=2020-01-22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77278&announcementTime=2020-01-22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87068&announcementTime=2020-01-30%2023:07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87068&announcementTime=2020-01-30%2023:07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87068&announcementTime=2020-01-30%2023:07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287068&announcementTime=2020-01-30%2023:07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15409&announcementTime=2020-02-21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15409&announcementTime=2020-02-21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15409&announcementTime=202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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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announcementTime=2020-02-21 

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债券换股进展的公告 2020年2月26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

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

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22865&

announcementTime=2020-02-26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2020年3月18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

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

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0031&

announcementTime=2020-03-18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

的公告 

2020年3月20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

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

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89&

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2020年3月20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

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

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95&

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0年-2022年） 2020年3月20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

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

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75&

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2020年3月20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

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

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85&

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2020年3月20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

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

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86&

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22865&announcementTime=2020-02-2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22865&announcementTime=2020-02-2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22865&announcementTime=2020-02-2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22865&announcementTime=2020-02-2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0031&announcementTime=2020-03-18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0031&announcementTime=2020-03-18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0031&announcementTime=2020-03-18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0031&announcementTime=2020-03-18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89&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89&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89&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89&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95&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95&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95&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95&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75&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75&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75&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75&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85&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85&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85&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85&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86&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86&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86&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36&stockCode=002747&announcementId=1207388486&announcementTime=2020-03-20%20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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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6,705.11 44,685.11 0 

合计 26,705.11 44,685.11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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