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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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游志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清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彭彦蒸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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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无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比上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同期增减
上年同期增减
83,010,861.38
14.81% 198,257,021.02
10.12%
17,785,650.27
27.26%
33,816,652.71
35.48%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536,132.77
8,837,993.17
0.0788
0.0788
1.27%
本报告期末
1,745,189,039.10
1,401,254,671.10

66.31%

52.66%

28,206,010.40

-59.66%
-55,528,946.83
-327.88%
27.30%
0.1499
35.53%
27.30%
0.1499
35.53%
0.23%
2.42% 上升 0.57 个百分点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711,135,104.86
1.99%
1,394,361,757.84
0.49%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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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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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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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0,349.53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433,122.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8,718.18
减：所得税影响额
781,944.6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2,681.90
合计
5,610,6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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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一）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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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0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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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游志胜

境内自然人

9.13%

20,589,033

15,441,775 质押

9,907,000

四川智胜视科航空航天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99%

15,778,500

质押

5,950,000

四川大学

国有法人

6.97%

15,724,800

成都西南民航空管实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7%

7,610,250

成都西南民航巨龙实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6%

4,416,36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8%

4,238,850

陈素华

境内自然人

1.37%

3,097,803

杨红雨

境内自然人

1.29%

2,903,385

四川力攀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

2,680,302

郑就有

境内自然人

1.16%

2,610,200

2,177,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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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智胜视科航空航天技术有限公司

15,77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78,500

四川大学

15,724,8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24,800

成都西南民航空管实业有限公司

7,610,250

人民币普通股

7,610,250

游志胜

5,147,258

人民币普通股

5,147,258

成都西南民航巨龙实业有限公司

4,416,360

人民币普通股

4,416,36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238,850

人民币普通股

4,238,850

陈素华

3,097,803

人民币普通股

3,097,803

四川力攀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郑就有

2,680,302
2,610,200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2,680,302
2,610,200

高舜尧

992,789
人民币普通股
992,789
上述股东中，游志胜、杨红雨在四川大学任教授；游志胜为智胜视科公司的执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行董事，持有智胜视科公司 20.23%的股权；游志胜为力攀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持有力攀投资公司 25%的股权；陈素华为游志胜的配偶。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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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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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减少11,568.60万元，下降比例51.18%，主要系本期
执行新产品销售合同垫付项目材料费用，同时受疫情影响，部分合同回款延后
所致；
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减少113.39万元，下降比例76.10%，主要系收到的票
据到期结算所致；
应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5,373.63万元，增长比例32.95%，主要系受疫情
影响，部分项目回款周期延长所致；
其他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减少3,554.88万元，下降比例68.64%，主要系收回
前期对外提供的借款所致；
存货：期末较期初增加8,240.54万元，增长比例45.22%，主要系本期为执行
新签订合同备货，受疫情影响，客户推迟项目交付所致；
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减少816.08万元，下降比例30.72%，主要系新型塔台
模拟设备项目完工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期末较期初增加67.34万元，增长比例88.85%，主要系本期
一次性缴纳了3年的协会费用；
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2,314.22万元，增长比例120.51%，主要
系本期新购固定资产支付预付款所致；
短期借款：期末较期初增加365.50万元，增长比例37.68%，主要系本期子公
司借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期末较期初减少1,784.07万元，下降比例100.00%，主要按新收
入准则，将预收款项调整到合同负债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减少508.32万元，下降比例45.18%，主要支付了
上期期末预提的绩效工资所致；
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减少372.36万元，下降比例76.72%，主要系支付了上
期期末计提的税费所致；
其他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增加645.93万元，增长比例92.85%，主要系子公司
增加向非金融机构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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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342.35万元，同比增长45.24%，主要系子公
司四川华控图形科技有限公司本年为争取合同项目，前期售前费用增加，以及

销售人员数量增加导致薪酬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74.30万元，同比增长82.03%，主要系本期
增加3,000万长期借款利息所致；
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460.35万元，同比增长277.29%，主要系本
期联营企业利润贡献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600.39万元，同比增长144.02%，主要
系按公司信用政策计提的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0.94万元，同比增长100.00%，主要系
上期资产处置产生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5.39万元，同比增长1,798.13%，主要系
本期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收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7,989.64万元，同比下
降327.88%，主要系本期执行新产品销售合同垫付项目材料费用，同时受疫情影
响，部分已签订的合同实施延后，按合同进度回款延迟共同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6,917.28万元，同比增
长66.36%，主要系上期增资天津华翼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920万元，本期收
回借出的款项3,800.00万元共同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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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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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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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首次公开发
游志胜
行或再融资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2008 年 6
长期
公司可转让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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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此
外，其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中对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做出的其他
限制性规定。

时所作承诺

1. 依照中国法律法规被确认为川大智胜的股东和
关联方期间，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
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从
事或参与任何与川大智胜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
关于同业 活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川大智 2008 年 6
长期
竞争承诺 胜产品相同、相似或可能取代川大智胜产品的业务 月 10 日
活动；2. 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川大
智胜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竞争，则将立即通知
川大智胜，并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川大智胜；3. 不
利用任何方式从事影响或可能影响川大智胜经营、
发展的业务或活动。

严格履行

1. 确保川大智胜的业务独立、资产完整、人员独
立、财务独立，以避免、减少不必要的关联交易；
2.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市场公
开、公平、公允的原则，参照市场通行的标准，确
游志胜、四川
智胜视科航空 关于关联 定交易价格，并依法签订关联交易合同；3. 严格 2011 年 11
长期
航天技术有限 交易承诺 遵守《公司章程》和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履行关联 月 3 日
股东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程序及独立董事独立发
公司
表关联交易意见程序，确保关联交易程序合法，关
联交易结果公平、合理；4. 严格遵守有关关联交
易的信息披露规则。

严格履行

承诺自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 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
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
接受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2. 承
诺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重大误导性影
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
2015 年 12
其他承诺 公开澄清；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
长期
月8日
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
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
司股票的买卖活动。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在提出上
市申请期间，未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不擅自披
露有关信息。

严格履行

游志胜、四川
智胜视科航空
航天技术有限
公司、四川大
学

本公司

承诺是否按
是
时履行

四、金融资产投资
（一）证券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二）衍生品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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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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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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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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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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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 接待对
地点 式 象类型

公司
2020 年 8
会议 其他
月 25 日
室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调研的基本
的资料
情况索引

西南证券、合泰联融、高盛集团、衡发投资、中
公司“高精度三维人脸识 详见巨潮资
航证券、世纪隆鑫、毕咸投资、芳晟投资、德源
别核心技术”及“市场战 讯网，2020
安资产、财通证券、长城证券、中邮证券、招商
略“介绍；针对公司业务 年 8 月 26 日
证券、万联证券、银河证券、深圳合利投资、华
机构
发展情况、三维人脸识别《2020 年 8 月
泰证券、国泰君安、富利达基金、高上资本、富
产品研究背景、应用领 25 日投资者
赢资产、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怀新企业投资、陕
域、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 关系活动记
西关天资本、顺沣资产管理、佰川大通（北京）
了交流
录表》
资产管理、广发证券、联储证券、财通证券

法定代表人： 游志胜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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