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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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申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华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周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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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9,938,024.93 2,673,657,725.71 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68,948,846.70 1,553,453,126.55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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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425,076.97 14.04% 1,601,898,659.81 -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697,763.37 218.03% 94,210,047.35 33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8,216,130.89 169.72% 65,659,337.82 1,412.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1,992,401.51 232.53% 221,769,586.28 326.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7 218.25% 0.1250 339.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7 218.25% 0.1250 339.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4% 3.68% 5.87%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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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40,6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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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87,185.41  

债务重组损益 2,699,603.2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54,171.7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80,640.84  

减：所得税影响额 4,909,899.6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20,293.26  

合计 28,550,709.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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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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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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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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申力 境内自然人 12.52% 94,359,584 79,340,455 
质押 64,300,000 

冻结 10,000,000 

深圳巴士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0% 28,632,716 0   

陆民 境内自然人 2.92% 21,963,600 0   

杨林 境内自然人 2.45% 18,462,135 17,801,126   

贾钧 境内自然人 1.75% 13,213,356 0   

周海霞 境内自然人 1.72% 12,950,000 0   

张科孟 境内自然人 1.30% 9,830,056 9,830,056   

张清 境内自然人 1.25% 9,388,357 8,912,518   

欧丽兴 境内自然人 1.09% 8,250,000 0   

牟蓉萍 境内自然人 0.70% 5,27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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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632,716 人民币普通股 28,632,716 

陆民 21,963,6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63,600 

黄申力 15,019,129 人民币普通股 15,019,129 

贾钧 13,213,356 人民币普通股 13,213,356 

周海霞 12,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50,000 

欧丽兴 8,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50,000 

牟蓉萍 5,272,700 人民币普通股 5,27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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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英 4,8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70,000 

王健 3,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50,000 

陈晓辉 3,780,400 人民币普通股 3,780,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股东周海霞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2,250,000 股；股东欧丽兴通

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250,000 股；股东李素英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4,870,000 股；股东陈晓辉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78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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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1 应收票据 4,731,555 173,696,455 -97.28% 报告期内应收票据重分类至应收款项融资所致。 

2 应收账款融资 104,558,320   应收票据重分类及用票据结算货款减少所致。 

3 预付账款 26,755,991 15,630,181 71.18% 主要系购买材料预付增加所致。 

4 其他应收款 35,348,018 63,017,130 -43.91% 主要系收回保证金及信用减值所致。 

5 在建工程 64,058,477 30,489,228 110.10% 主要系报告期苏州二期工程所致。 

6 开发支出  3,249,858 -100.00% 开发支出达到确认无形资产条件结转所致。 

7 长期待摊费用 21,922,166 31,352,059 -30.08% 主要系装修费摊销所致。 

8 短期借款 181,098,273 259,000,000 -30.08% 主要系报告期减少短期借款所致。 

9 应付票据 236,746,763 162,801,437 45.42% 主要系供应商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10 预收账款 2,055,563 56,735,583 -96.38% 部分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致。 

11 合同负债 91,781,489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

债及预收货款订单增加所致。 

12 应交税费 12,638,355 7,147,497 76.82%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增加致相应税费增加所致。 

序号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1 营业收入 1,601,898,660 1,637,011,830 -2.14%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2 财务费用 12,965,912 7,991,616 62.24% 上年同期汇兑损益为净收益拉低基数。 

3 投资收益 16,012,806 4,533,575 253.20% 主要系参股公司分红所致。 

4 信用减值损失 -22,847,013 -49,490,232 254.00% 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差异所致。 

5 资产处置收益 -10,948,938 -97,344 -10948.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资产所致。 

6 营业利润 74,635,774 21,447,411 247.99% 
主要系报告期内期间费用减少，投资收益增加，信

用损失及资产减值/处置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7 营业外支出 5,981,128 103,440,521 -94.22% 
上年同期支付收购子公司少数股权的业绩承诺款

9282万元，基数较高。 

8 利润总额 77,339,639 -75,225,196 202.81% 受营业利润及营业外收支等项目的共同影响。 

9 所得税费用 27,604,124 17,731,479 55.68% 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10 净利润 49,735,515 -92,956,675 153.50% 
受利润总额及所得税的共同影响，净利润增加，同

比扭亏为盈。 

11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94,210,047 -39,394,031 339.15% 受上述各收入、费用等项目变动的共同影响。 

1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1,769,586 51,961,697 326.79%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回收、支付采购货款及期

间费用减少等综合因素所致。 

13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5,241,261 -105,382,097 257.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支付收购子公司少数股权的业绩承

诺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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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2,620,407 5,607,320 -2108.45% 主要系报告期贷款余额下降所致。 

15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58,770,178 -43,422,433 235.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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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的相关议案，并于2020年6月29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部分股

份222万股作为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以零价格受让对等数量的公司回购股票。  

2020年7月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证券登记过户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所持有的部分股份已于2020年7月15日通过非交易过户至“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名下，过户数量222万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实

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 

2020年 06月 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英威腾：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40），《英威腾：第

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 

2020年 06月 3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英威腾：2020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 

将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部分

股份过户至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名下 
2020年 07月 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英威腾：关于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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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持有公司

股份的董

事、监事、

高级管理

其他

承诺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

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0

年 01

月 13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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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及核

心技术人

员 

股权激励承诺 英威腾 
其他

承诺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

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

保。 

2016

年 01

月 13

日 

2021

年 1月

13 日 

严格

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黄申力、

刘继东、

郑亚明、

王雪莉、

张波、贾

钧、杨林、

董瑞勇、

王辉华、

李忠锋、

刘小兵、

徐铁柱、

吴建安、

张科孟、

张清、张

智昇、夏

玉山、孔

雨泉、徐

秉寅、赵

相宾、丘

晓冬、周

立 

关于

同业

竞

争、

关联

交

易、

资金

占用

方面

的承

诺 

（1）本人确认及保证目前不存在与英威腾直接或间接的同业

竞争的情况。（2）本人承诺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发展与英威

腾经营范围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或项目，也不为自己或代表

任何第三方成立、发展、参与、协助任何企业与英威腾电气

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竞争。（3）本人承诺不利用从英威腾处获

取的信息从事、直接或间接参与与英威腾相竞争的活动；不

进行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英威腾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4）

如出现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而导致英威腾或其股东的

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008

年 01

月 21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

履行 

黄申力、

杨林、张

波、徐秉

寅、贾钧、

张智昇 

其他

承诺 

在作为英威腾股东期间，以及转让本人持有的英威腾股份之

后 1 年内，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发展与英威腾经营范围相同

或相类似的业务或项目，也不为自己或代表任何第三方成立、

发展、参与、协助任何企业与英威腾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不利用从英威腾处获取的信息从事、直接或间接参与与英威

腾相竞争的活动；不进行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英威腾利益的

其他竞争行为。 

2008

年 01

月 21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

履行 

黄申力、

杨林、张

波、徐秉

寅、张智

昇、贾钧、

张科孟、

张清、邓

晓、陆民、

其他

承诺 

如果发生由于深圳市有关文件和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相关规

定存在差异，导致国家有关税务主管部门追缴深圳市英威腾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截至股票公开发行之日前被减免所得税或

被返还增值税的情形，股东黄申力、杨林、张波、徐秉寅、

张智昇、贾钧、邓晓、陆民、张科孟、张清、刘纯 11 名股东

愿按各自所持公司股份数占 11 名股东股份总数的比例承担需

补缴的所得税款及相关费用。 

2008

年 01

月 21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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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黄申力、

杨林、张

波、徐秉

寅、张智

昇、贾钧、

张科孟、

张清、邓

晓、陆民、

刘纯 

其他

承诺 

如果有权部门要求或决定，公司需为员工补缴住房公积金或

公司因未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向住房公积金账户缴存而

遭受任何处罚或损失，公司前 11 大股东黄申力、杨林、张波、

徐秉寅、张智昇、贾钧、邓晓、陆民、张科孟、刘纯、张清

愿在公司不支付任何对价情况下承担该等责任。 

2008

年 01

月 21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

履行 

周强 
其他

承诺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

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7

年 04

月 12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

履行 

何志聪 
其他

承诺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

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8

年 08

月 16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

履行 

康莉 
其他

承诺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

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8

年 08

月 16

日 

2022

年 2月

16 日 

严格

履行 

田华臣 
其他

承诺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

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9

年 08

月 09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

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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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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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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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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10,500 -- 15,000 -29,757.38 增长 135.29% -- 150.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94 -- 0.1991 -0.3949 增长 135.30% -- 150.42% 

业绩预告的说明 

累计归母净利润大幅增长主要原因系： 

1、上年同期支付收购子公司少数股权的业绩承诺款，影响上年度税前利润 9,282 万； 

2、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应收款项减值、处置呆滞存货、投资减值、商誉减值、固定资产减值金

额减少所致； 

3、公司持续开展降本增效工作，同时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减税降费政策，致使公司期间费

用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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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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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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月

04 日 

英威腾光明

科技大厦 
实地调研 机构 

平安证券研

究员 

谈论的主要内容见公司

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2020 年 6 月 4 日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调研，《英威腾：2020 年 6 月 4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

2020-01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申力 

2020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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