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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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柴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春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晋国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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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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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9,776,002.17 1,879,562,992.98 4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57,196,309.90 519,303,717.21 1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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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66,474.46 17.37% 596,369,217.94 -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4,788,767.22 8.07% 78,095,834.24 2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194,650.40 289.40% 63,530,795.89 48.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900,571.98 128.73% 5,805,313.48 106.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20.00% 0.43 -6.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20.00% 0.43 -6.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7% -14.20% 13.99%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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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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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1,629.3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3,208,413.9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916.0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742,3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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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2,442,342.2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17,228.91  

合计 14,565,038.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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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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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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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宏博模具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66% 69,150,000 69,150,000   

芜湖奇瑞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1% 27,000,000 27,000,000   

安徽金通新能源

汽车一期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0% 9,000,000 9,000,000   

安徽国富产业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8% 6,750,000 6,750,000   

江苏毅达并购成

长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1% 6,636,112 6,636,112   

北京泓石资本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泓石股权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3.51% 6,450,000 6,450,000   

滁州中安创投新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2% 4,441,944 4,44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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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产业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中安海创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2% 4,441,944 4,441,944   

上海民铢股权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5% 2,480,000 2,480,000   

陈耀民 境内自然人 0.74% 1,350,000 1,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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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娟 372,296 人民币普通股 372,296 

#陈业强 281,800 人民币普通股 281,800 

陈云垚 249,900 人民币普通股 249,900 

俞海峰 194,911 人民币普通股 194,911 

袁林利 151,766 人民币普通股 151,766 

陈谦威 14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800 

#宋肖澹 13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000 

廖卫东 12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000 

郑晨晖 119,844 人民币普通股 119,844 

杨张华 115,528 人民币普通股 115,52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之滁州中安创投新兴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合肥中安海创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同一基金管理人安徽云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公

司不知悉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陈小娟是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72,296 股，股东陈业强是通过投资者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81,800 股，股东宋肖澹是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33,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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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702,221,734.12 311,009,942.74 125.79%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收到的募集资金所

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80,058,556.70 0.00 100.00% 

公司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发行的保

本型理财产品所致 

其他应收款 

 
13,209,840.71 6,064,236.05 117.83% 

公司支付的项目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479,446.37 972,366.67 360.67% 

公司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34,030,742.49 582,440.22 5742.79% 

公司本期募投项目开始建设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238,077.52 15,139,167.04 66.71%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410,500.00 1,098,638.30 210.43% 公司募投项目设备和基建预付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4,200,000.00 27,503,920.14 -48.37% 

公司银行短期借款偿还金额大于新增借款

金额所致 

预收款项 
0.00 609,321,910.02 -100.00% 

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将预收的商品款分类

至合同负债及其他流动负债列示所致 

合同负债 
713,920,370.26 0.00 100.00% 

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将预收的商品款分类

至合同负债及其他流动负债列示所致 

应交税费 

 
20,249,168.11 15,105,569.18 34.05% 

公司所得税已实现未缴纳部分较上期增加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43,815,145.36 3,960,000.00 1006.44% 

公司本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5,947,708.03 0.00 100.00% 

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将预收的商品款分类

至合同负债及其他流动负债列示所致 

递延收益 
31,198,655.98 18,460,753.77 69.00% 

公司本期新增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贴增加

所致 

股本 

 
183,600,000.00 137,700,000.00 33.33%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增加股本所致 

资本公积 

 
555,457,957.07 105,016,560.27 428.92%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增加资本公积所致 

专项储备 

 
4,442,510.66 2,431,149.01 82.73% 

公司计提未使用的安全生产费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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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期数 去年同期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1,367,553.27 986,469.48 38.63% 

公司本期应缴纳增值税产生的税金及附加

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6,980,501.55 3,151,788.14 121.48% 公司本期销售服务费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12,180,351.99 6,172,178.50 97.34% 

公司本期因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及上市发生

相关费用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8,556.70 -126,575.34 146.26% 

公司本期公司持有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公允

价值上升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078,449.81 1,006,130.94 207.19% 

公司本期因应收账款增加所计提的坏账准

备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496,823.32 -485,136.13 208.54% 

公司本期因存货跌价准备同比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4,479.21 0.00 100.00% 

公司本期处置废旧资产处理收益 

营业外收入 

 
3,642,465.15 7,720,630.10 -52.82% 

公司本期收到的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

贴较上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43,334.11 15,502.29 179.53% 

公司本期因洪涝灾害公司捐赠抗洪物资产

生支出所致 

所得税费用 

 
1,276,636.38 918,211.48 39.04% 

公司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项  目 本期数 去年同期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900,571.98 -34,465,002.21 128.73% 

公司本期采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货款较同

期增加，因而减少现金支付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18,540,909.67 122,926,789.05 240.48% 公司本期银行理财产品赎回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04,664,709.95 147,042,613.79 243.21% 

公司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及募投项目开

始建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6,123,800.28 -24,115,824.74 -257.13% 

公司本期募投项目开始建设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19,574,952.03 40,247,231.77 1190.96% 公司本期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49,036,460.70 -17,328,186.01 2691.36% 

公司本期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及本

期向银行融资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综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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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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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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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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572,832,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76,772,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

币496,060,000.00元。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备案号   环评批复 

   1 中高档乘用车大型精密覆盖

件模具升级扩产项目 
      258,140,000.00      258,140,000.00 

开备[2018]                   

333号 

芜环评审

[2018]693号 

   2 基于机器人系统集成的车身

焊装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

（一期） 

     186,300,000.00     186,300,000.00 

开备

[2018]335号 

芜环评审

[2018]652号 

   3             汽车智能制造装备技术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51,620,000.00      51,620,000.00 

开备[2018] 

334号 

芜环评审

[2019]37号 

                合计      496,060,000.00      496,060,000.00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相关部门批准，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利用募集资金投资。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由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

金额人民币57,312,584.12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1 中高档乘用车大型精密覆盖件模具升级扩产

项目 
         258,140,000.00            24,121,873.91 

   2 基于机器人系统集成的车身焊装自动化生产

线建设项目（一期） 
         186,300,000.00            29,926,369.61 

   3 汽车智能制造装备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1,620,000.00              3,264,3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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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496,060,000.00            57,312,584.12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为人民币27,386,214.5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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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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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0 8,000 0 

合计 19,5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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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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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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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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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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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11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安信证券、投

资者 

公司介绍及业务情

况，未提供资料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在

互动易发布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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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柴震：           

2020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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