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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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勇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卓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田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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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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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8,147,973.14 3,760,923,285.37 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747,088,050.30 2,654,533,766.99 3.4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62,598,720.97 42.73% 2,944,433,436.00 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7,048,377.83 148.12% 214,787,284.13 2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9,723,577.01 133.96% 198,393,054.46 1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12,503,592.52 -22.79% 216,148,827.79 -29.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65 153.00% 0.4940 22.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65 153.00% 0.4940 22.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9% 2.94% 7.91% 1.1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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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0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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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5,145.4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34,236.8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88,291.48  

减：所得税影响额 4,787,374.28  

合计 16,394,229.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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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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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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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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07% 162,977,327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鹏

华价值优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 5,331,735 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

AL 

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1.07% 4,598,412 0   

#黄旭华 境内自然人 0.93% 3,998,594 0   

宋建波 境内自然人 0.65% 2,79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融

通互联网传媒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8% 2,470,000 0   

#郑镇宏 境内自然人 0.58% 2,467,500 0   

#金小靖 境内自然人 0.50% 2,159,900 0   

华安基金－富江

南之盛富添盈 A

计划 S1601 期 01

－华安基金－江

南农商行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7% 2,000,500 0   

#朱开升 境内自然人 0.42% 1,784,1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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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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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中航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62,977,327 人民币普通股 162,977,32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

华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5,331,735 人民币普通股 5,331,735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4,598,412 人民币普通股 4,598,412 

#黄旭华 3,998,594 人民币普通股 3,998,594 

宋建波 2,7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9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

通互联网传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4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70,000 

#郑镇宏 2,46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467,500 

#金小靖 2,159,9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9,900 

华安基金－富江南之盛富添盈 A

计划 S1601 期 01－华安基金－江

南农商行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0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500 

#朱开升 1,784,126 人民币普通股 1,784,1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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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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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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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 440,841,813.69 316,668,565.09 39.21% 主要由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导致增加。 

应收票据 31,643,491.93 10,596,431.31 198.62% 主要由于精密科技业务收入增长。 

应收账款 517,102,018.23 397,471,106.98 30.10% 主要由于手表业务及精密科技业务收入增长。 

其他流动资产 42,265,897.66 68,858,096.74 -38.62% 主要由于留抵增值税较年初减少。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641,356.90 7,373,248.48 179.95% 主要由于预付装修款及设备款较年初增加。 

预收款项 7,603,874.94 23,433,463.57 -67.55% 主要由于根据新收入准则要求重分类的影响。 

合同负债 17,765,957.61 - - 主要由于根据新收入准则要求重分类的影响。 

应交税费 88,754,288.51 24,064,803.00 268.81% 
主要由于应交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较年初增

加。 

其他应付款 161,123,219.49 119,616,721.63 34.70% 
主要由于收入增长带来的应付商场费用、租金

等增加。 

库存股 34,143,512.92 71,267,118.78 -52.09% 主要由于本年注销已回购B股。 

（二）本报告期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362,598,720.97 954,666,662.24 42.73% 主要由于本期手表业务收入增长。 

营业成本 843,233,284.52 564,943,912.45 49.26% 
主要由于本期手表业务收入增长带来的营业成

本增加。 

其他收益 9,981,129.79 321,181.31 3007.63% 主要由于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2,704,695.51 -5,221,223.17 48.20% 主要由于本期进一步强化应收账款管控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75,929.69 -671,226.52 73.79% 主要由于上年同期处置设备金额较大。 

营业外支出 289,010.70 159,270.28 81.46% 主要由于本期抗疫物资捐助的影响。 

利润总额 170,897,842.43 72,234,639.73 136.59% 主要由于本期收入增长。 

所得税费用 33,842,369.19 16,999,335.26 99.08% 主要由于本期利润总额增长。 

（三）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14,676,717.58 22,031,072.60 -33.38% 主要由于本期存货采购增加的影响。 

其他收益 20,135,145.46 13,366,923.67 50.63% 主要由于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投资收益 2,160,911.92 1,531,310.06 41.12% 主要由于本期参股企业上海表业利润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5,172,056.86 -8,302,992.06 37.71% 主要由于本期进一步强化应收账款管控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76,069.86 -883,236.65 57.42% 主要由于去年同期处置设备金额较大。 

（四）年初至本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592,055.84 5,027,853.96 -68.34% 主要由于受疫情影响，本年海外业务收入下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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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出口退税减少。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1,220,554.66 187,144,694.13 -35.23% 主要由于本年增值税进销差异等影响。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84,522.81 203,980.63 -58.56% 主要由于本年处置固定资产减少。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18,585,600.00 100.00% 主要由于上年同期实行股权激励。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598,916.46 335,308.39 -278.62% 主要由于汇率变动的影响。 

三季度，受益于名表境外消费回流和自有品牌业务市场恢复，也得益于提质增效与转型升级各项工作的持续见效，单季

经营业绩创历史新高，收入同比增长42.7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6.59%。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战时状态”，抓机会、

控成本、促转型，自有品牌业务单季收入实现同比增长，利润总额大幅提升，名表零售业务持续推进渠道升级，优势进一步

巩固，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深入，以顾客为中心的数字化运营体系进一步成熟，为经

营业绩突破提供了有效支撑；“网红直播”等新零售模式探索亦取得新突破，高圆圆与薇娅联合直播创平台手表品类单次直

播销售最高记录；精密科技业务持续推进客户深耕和医疗等新市场领域拓展，收入增幅超过50%，智能表业务技术储备和产

品开发推进顺利。 

报告期内，公司获评“中国轻工业手表行业十强企业”，连续多年综合排名第一，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荣获“献礼特区

40年 致敬品牌40人”荣誉称号。10月14日，在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公司总设计师孙磊作为唯一钟表

行业代表获评“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荣誉称号。 

展望未来，公司看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内消费市场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亦将密切关注全球疫情形势的潜在影响

以及中国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围绕“品牌力、产品力、渠道力”持续强化核心竞争优势，坚持科技引领和创新驱动，加速

数字化转型，加大关键领域投入和精密科技硬核实力打造，推进转型升级新突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事项 

公司于2020年7月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20年7月23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方案》，并于后续根据相关规定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及系列进展公告。详

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及《香港商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2、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事项 

公司于2020年7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飞亚达精密科技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飞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及《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亨吉利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分别向三家全资子公司增资人民币9,000万元、4,000万元及950万元。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证券时报》及《香港商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036 
2020 年 07 月 07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份的方案 2020-038 
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0-044 
2020 年 07 月 2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份

报告书 2020-045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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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049 

2020 年 07 月 30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飞亚达精密科

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2020-051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飞亚达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2020-052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亨吉利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2020-053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7月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20年7月23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方案》，并于后续根据相关规定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及系列进展公告，详

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及《香港商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414,6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0%；

回购股份最高成交价为6.50港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93港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1,410,437.38港元（不含印花税、佣

金等交易费用）。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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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不适用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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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不适用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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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8月 19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

源乘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

中纳博金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市恒盈富达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珠海横琴长

乐汇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盈峰

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中融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山石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创金合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金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

民森投资有限

公司与投资者

就手表品牌业

务、手表零售服

务业务及精密

科技、智能手表

新业务发展等

情况进行了沟

通交流。 

http://irm.cninfo.com.c

n/ircs/company/compan

yDetail?stockcode=000

026&orgId=gssz0000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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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融基金

管理公司 

2020 年 08月 21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招商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平安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崇山

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望正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裕晋投

资有限公司、上

海华汯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深

圳前海云溪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海富凌

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泰旸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鹏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

前海晟贝乐投

资有限公司、东

新金控有限公

司 

公司与投资者

就手表品牌业

务、手表零售服

务业务及精密

科技、智能手表

新业务发展等

情况进行了沟

通交流。 

http://irm.cninfo.com.c

n/ircs/company/compan

yDetail?stockcode=000

026&orgId=gssz00000

26 

2020 年 08月 25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深圳望正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华泓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与投资者

就手表品牌业

务、手表零售服

务业务及精密

科技、智能手表

新业务发展等

情况进行了沟

通交流。 

http://irm.cninfo.com.c

n/ircs/company/compan

yDetail?stockcode=000

026&orgId=gssz00000

26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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