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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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志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芳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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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4,222,103,240.52 3,811,761,564.57 1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431,642,440.16 2,062,434,716.60 17.90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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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74,441.38 -321,314,955.74 39.41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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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107,888.87 758,394,496.34 -3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580,087.79 82,356,695.48 -10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7,290,409.63 69,908,347.32 -124.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29 4.49 减少4.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 0.165 -10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 0.162 -107.4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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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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5,482.79 -75,319.5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

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90,772.10 11,941,9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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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419.83 1,553,292.7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3,570.07 -255,340.0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8,561.57 -1,079,675.26  

所得税影响额 -472,895.25 -1,374,540.27  

合计 3,027,822.39 10,710,3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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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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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志雄 239,181,429 40.48 0 质押 121,190,000 
境内自然

人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29,897,679 5.06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29,897,678 5.06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刘志强 16,993,676 2.88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刘妍婧 5,377,500 0.91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5,070,208 0.86 0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信达澳银新能源

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4,328,279 0.73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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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2,477,780 0.42 0 无 0 境外法人 

刘元霞 1,607,50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何志东 1,571,99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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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志雄 239,181,429 人民币普通股 239,181,429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9,897,679 人民币普通股 29,897,679 

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29,897,678 人民币普通股 29,897,678 

刘志强 16,993,676 人民币普通股 16,993,676 

刘妍婧 5,377,500 人民币普通股 5,377,500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5,070,208 人民币普通股 5,070,20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328,279 人民币普通股 4,328,279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2,477,780 人民币普通股 2,477,780 

刘元霞 1,60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7,500 

何志东 1,571,990 人民币普通股 1,571,9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已知股东吴志雄先生、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与

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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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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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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报告期合并资产负债表较期初金额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同期期末数 
变动幅

度（%） 
原因说明 

资本公积 1,325,656,013.33 713,706,551.27 85.74 
主要系报告期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增加资本公积所致。 

存货 533,563,994.23 411,302,775.64 29.73 
主要系报告期内新签合同较

多，增加在建项目投入所致。 

应付票据 421,359,945.27 69,131,460.49 509.51 

主要系报告期内加强供应商

信用管理，以票据支付的采购

款项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312,410,487.88   100.00 
主要系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

同负债所致。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资

产 

197,894,200.38  117,953,509.24 67.77 

主要系报告期内已验收的政

府购买服务项目及PPP项目

计入长期应收款金额中部分

分期收款账期在一年内所致。 

短期借款 155,006,247.04 22,200,000.00 598.23 
主要系报告期内增加银行借

款所致。 

预付款项 153,390,438.22 17,596,212.85 771.72 
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采购预

付账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150,043,541.04 30,797,690.00 387.19 

主要系报告期内长期应付款

重分类到一年内到期金额增

加所致。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57,622,688.12 2,000,000.00 2,781.13 

主要系报告期内对外投资新

增参股公司所致。 

长期应付款 42,697,690.00 185,884,088.16 -77.03 

主要系报告期内部分长期应

付款支付时间在一年内，重分

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所致。 

递延收益 18,765,839.04 9,277,004.84 102.28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5,484,730.49 29,083,596.16 -46.76 
主要系报告期内部分在建工

程完工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其他应付款 12,997,561.91 29,896,001.46 -56.5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回购限

制性股票款项所致。 

长期待摊费

用 
8,014,654.49 1,023,923.31 682.74 

主要是报告期内装修费用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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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融

资 
1,984,250.0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票据重

分类至应收款项融资所致。 

应收票据  3,989,598.0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票据重

分类至应收款项融资所致。 

预收款项  210,110,187.79 -100.00 
主要系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

同负债所致。 

应付债券  476,144,270.33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可转换债券

转换成股份所致。 

 

（2）本报告期合并利润表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489,107,888.87 758,394,496.34 -35.51 
主要系报告期项目验收结转

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296,153,493.54 474,237,277.73 -37.55 
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减

少，营业成本随之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4,641,843.29 3,165,022.92 46.66 
主要系报告期内政府补助增

加所致。 

投资收益 4,467,641.92 678,752.17 558.21 

主要系报告期内理财收益增

加及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625,751.47 1,840,568.58 -66.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捐赠支出减

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3,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

益 
-33,799.06 -260,324.57 87.02 

主要系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处

置损失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920,138.83 19,768,210.83 -104.65 

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减

少及新增享受企业所得税税

收优惠政策所致。 

财务费用 -30,057,814.14 -14,992,734.24 -100.4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未确认

融资收益增加所致。 

 

（3）本报告期合并现金流量表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4,674,441.38 -321,314,955.74 39.41 

主要系报告期内加快项目回

款，同时控制经营现金支出，

现金流得到改善所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998,040.73 574,612,194.59 -101.22 

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到发行可

转换债券款，而报告期内无该

类筹资款项流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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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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2019年6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19-048）。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52），于2019年7月25日披露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4）。2020年6月3日，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及延长实施期限的

议案》，将原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期限延长至2021年6月9日，回购用途变更为于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公告编号：2020-071），其他回购公司股份进展公告内容可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5,070,2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6%，成交最低价格为8.57元/股，成交最高价格为12.24元/股，回

购均价为10.09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1,165,326.49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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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志雄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