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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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成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彩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军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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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7,380,732.48 2,394,049,968.21 1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66,421,534.28 1,122,411,422.49 3.9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460,899.95 -114,967,848.51 51.7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892,949,437.91 814,607,998.89 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141,082.75 42,836,860.03 3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102,262.28 32,550,850.91 63.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6% 4.05% 增加 1.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27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26 38.4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50.20  -39,32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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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2,823,870.78  8,114,163.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4,251.70  -994,333.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16.64  -19,357.87 

所得税影响额 -395,806.64  -1,022,327.33 

合计 2,268,945.60  6,038,8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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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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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锁 19,393,794 11.95%  无  境内自然人 

李砚如 11,330,143 6.98%  无  境内自然人 

屈国旺 10,700,000 6.60%  质押 5,000,0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一村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一村基石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050,200 3.11%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邱士勇 4,492,972 2.77%  无  境内自然人 

董彩宏 4,101,865 2.53%  无  境内自然人 

高会文 2,543,520 1.57%  质押 1,543,000 境内自然人 

王永 2,388,944 1.47% 22,500 无  境内自然人 

高康资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737,780 1.07%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河北科润杰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1,543,900 0.95%  无 

 境内非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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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锁 19,393,794 人民币普通股 19,393,794 

李砚如 11,330,143 人民币普通股 11,330,143 

屈国旺 10,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00,000 

上海一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

村基石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050,200 人民币普通股 5,050,200 

邱士勇 4,492,972 人民币普通股 4,492,972 

董彩宏 4,101,865 人民币普通股 4,101,865 

高会文 2,543,520 人民币普通股 2,543,520 

王永 2,366,444 人民币普通股 2,366,444 

高康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37,780 人民币普通股 1,737,780 

河北科润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43,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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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张成锁、李砚如、屈国旺、邱士勇和董彩宏为一致行动人，对

公司实施共同控制。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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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融资 42,162,403.23  21,404,512.32  96.98% 
主要是报告期末收到的未到

期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预付款项 71,723,379.59  20,000,851.65  258.60% 
主要是报告期内采购规模扩

大，材料采购预付款增加 

存货 596,026,472.46  368,272,935.71  61.84% 
主要是报告期内交付周期较

长的工程总承包业务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66,050,909.81  17,852,542.02  269.98% 
主要是报告期末持有的银行

保本型理财产品增加 

在建工程 259,328,077.67  186,978,268.54  38.69% 

主要是报告期内高端智能电

力装备制造基地项目持续投

资建设 

预收款项 249,130,824.97  169,502,617.19  46.98% 
主要是采用预收款结算的销

售合同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4,245,549.38  25,933,174.63  -45.07% 
主要是期初数包含已计提尚

未发放的奖金 

应交税费 7,073,439.80  25,478,088.08  -72.24% 
主要是期初应缴纳的增值税

较多 

其他应付款 176,190,874.68  101,194,955.32  74.11%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的保证

金增加 

长期借款 250,782,128.00  151,550,000.00  65.48% 
主要是报告期内中长期项目

借款增加 

库存股 5,557,999.98  10,997,592.48  -49.46% 
主要是限制性股票部分解禁

减少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4,164.96 -189.86 2293.70% 主要是外币业务汇率波动 

少数股东权益 13,958,899.97 7,029,661.77 98.57%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

暨引入新股东的投资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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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数（1-9月） 
上年同期数 

（1-9月）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1,515,403.04  928,680.58  -263.18% 

主要是报告期内利息收入增

加及费用化银行借款利息支

出减少 

投资收益 1,529,130.91  666,109.01  129.56% 
主要是报告期内购买银行保

本型理财产品收益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295,482.92  -5,538,689.57  94.67% 
主要是报告期内计提的应收

账款坏账损失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2,331.86  40,269.91  -94.21% 
主要是报告期内资产处置减

少 

营业外收入 1,897,598.18 785,005.02 141.73% 

主要是报告期内获得与企业

的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增加 

营业外支出 1,183,587.77 115,305.88 926.48% 
主要是报告期内捐赠支出增

加 

所得税费用 11,306,852.19 7,298,886.23 54.91% 
主要是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同

比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5,460,899.95  -114,967,848.51  51.76% 

主要是报告期内客户招投标

方式改变，导致支付的保证

金减少及应交税费同比较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0,734,289.45  -226,461,112.62  46.69% 

主要是报告期内固定资产支

出同比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7,762,522.21  242,583,475.72  -72.07% 

主要是报告期内新增银行借

款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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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成锁 

日期 2020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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