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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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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赵振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少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敏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1,307,391,118.63 20,048,788,618.51 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944,365,567.19 6,827,514,382.86 1.7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31,406,320.04 -575,824,093.82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757,026,549.68 3,807,543,549.66 -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7,450,249.46 95,987,007.84 1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7,160,345.91 94,174,007.09 3.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56 1.47 增加 0.0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 6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26,393.4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14,676,511.6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77,636.9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93,196.4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79,086.6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062.3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07,632.62  

所得税影响额 -1,506,178.08  

合计 10,289,903.5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26,26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630,094,836 29.92  无  国有法人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30,000,000 6.17  无  国有法人 

无锡创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00,401,606 4.77  无  国有法人 

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 
73,785,382 3.50  无  国有法人 

无锡市金融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67,488,341 3.20  质押 60,273,973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45,066,549 2.14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国证半

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1,527,649 1.97  未知  未知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太极实

业·十一科技员工持股

计划 

31,336,499 1.49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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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元 30,588,235 1.45  无  
境内自然

人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20,160,642 0.96  无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630,094,836 人民币普通股 630,094,836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1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00 

无锡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401,606 人民币普通股 100,401,606 

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73,785,382 人民币普通股 73,785,382 

无锡市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7,488,341 人民币普通股 67,488,34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5,066,549 人民币普通股 45,066,54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41,527,649 人民币普通股 41,527,649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太

极实业·十一科技员工持股计划 
31,336,499 人民币普通股 31,336,499 

赵振元 30,588,235 人民币普通股 30,588,235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60,642 人民币普通股 20,160,6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无锡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无锡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的规定，二者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其余股东在本公司

知情范围内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构成相关法规规定的一

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资产负债表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差异 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0,000,000.00   46,000,000.00  313.04% 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 

应收票据   210,898,695.59   127,580,929.55  65.31% 主要是总包项目工程款结算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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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231,722,235.01   170,666,026.96  35.78% 
主要是总包项目工程款结算收到

票据增加。 

预付款项  2,031,117,573.31  1,476,311,930.01  37.58% 

主要是部分业务规模大的总包项

目需采购金额较大、周期较长的

进口设备，预付供应商款项。 

存货   573,543,528.10  1,962,441,484.45  -70.77%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存货中工程

施工（已完工未结算款）重分类

至合同资产。 

合同资产  1,628,970,495.31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存货中工程

施工（已完工未结算款）重分类

至本科目。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122,592,227.21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一年内到期

的工程质保金由应收账款分类至

本科目。 

其他非流动资产   458,145,128.28   187,971,299.27  143.73% 

主要是长期性资产性质的预付款

同比增加，及首次执行新收入准

则一年以上到期的工程质保金由

应收账款分类至本科目。 

短期借款  2,555,514,700.51  1,713,627,853.00  49.13% 
主要子公司十一科技和无锡海太

经营需要，增加借款。 

应付票据   335,829,172.25   254,318,258.60  32.05% 
主要是子公司十一科技本期增加

票据融资规模。 

预收款项   2,150,944,380.54  -100.00%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重分类至合

同负债。 

合同负债  2,609,538,104.48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由预收账款

重分类至本科目，及部分业务规

模大的总包项目需采购金额较

大、周期较长的进口设备，按合

同预先收取业主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115,249,363.89   261,548,092.67  -55.94% 
主要是上年计提年终奖在本期发

放。 

应交税费   55,650,999.33   82,582,344.47  -32.61% 
主要是本期营收和利润比去年四

季度下降，应交税金减少。 

其他流动负债   16,117,173.72   6,321,738.36  154.95% 主要是本期预提费用增加。 

 

利润表 2020 年第一季度 2019 年第一季度 差异 原因 

其他收益   14,685,573.98   5,570,354.45  163.64% 主要是公司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26,230,675.17   -30,287,214.23  不适用 

美元与人民币汇率调整，导致外

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变动。 

 

现金流量表 2020 年第一季度 2019 年第一季度 差异 原因 

筹资活动产生的  766,670,821.53   197,919,524.01  287.36% 主要子公司十一科技和无锡海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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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净额 经营需要，增加借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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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振元 

日期 2020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