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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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志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程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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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1,355,870.93 1,884,609,439.40 3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38,365,758.63 779,926,374.19 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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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216,741.10 -24.35% 1,009,597,466.63 -3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593,517.04 -88.68% 51,506,064.57 -5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823,215.50 -96.20% 41,434,562.81 -64.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02,839,456.60 -193.58% -28,238,526.23 20.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5 -91.52% 0.3733 -68.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5 -91.52% 0.3733 -68.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7% -6.27% 4.44% -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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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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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47,567.76 

主要系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金

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6,616.4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02,682.43  

合计 10,071,50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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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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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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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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宝明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70% 42,360,000 42,360,000   

李军 境内自然人 11.89% 16,400,000 16,400,000   

李云龙 境内自然人 3.80% 5,240,000 5,240,000   

安徽安元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2% 5,000,000 5,000,000   

甘翠 境内自然人 3.48% 4,800,000 4,800,000   

深圳市汇利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5% 4,766,311 4,766,311   

刘刚 境内自然人 3.19% 4,399,839 4,399,839   

深圳市惠明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4% 3,233,689 3,233,689   

黄聿 境内自然人 2.32% 3,200,000 3,200,000   

天津年利丰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4% 2,950,033 2,95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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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盛容 1,092,167 人民币普通股 1,092,167 

官冬青 892,456 人民币普通股 892,456 

刘丹 664,156 人民币普通股 664,156 

谢瑞华 5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582,000 

邓瀚 265,458 人民币普通股 265,458 

张泽 1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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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保桦 12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600 

郑健 11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500 

陈庆 1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200 

刘云峰 10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李军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2）深圳市宝明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汇利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军控制 

的企业； 

（3）深圳市惠明投资有限公司系李方正控制的企业，李方正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军的 

兄弟； 

（4）李云龙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军的兄弟； 

（5）甘翠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军的兄弟的配偶； 

（6）除前述内容外，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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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谢瑞华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582,000 股；2、刘云峰通过投资者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数量 10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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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比例 原因分析 

1 货币资金 813,962,785.45 389,650,942.19 108.90% 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2 预付款项 1,056,065.36 795,610.32 32.74% 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3 其他应收款 6,135,872.58 3,817,186.11 60.74%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员工

出差滞留，员工借款增加

所致 

4 存货 205,685,281.34 108,356,527.22 89.82% 主要系材料和成品增加

导致 

5 其他非流动资产 38,879,727.54 4,688,622.05 729.24% 主要系公司产线升级，购

置设备增加预付款所致 

6 预收款项 263,236.07 102,751.99 156.19% 预收边角料款增加所致 

7 应交税费 10,436,657.31 3,408,313.79 206.21% 应缴未缴增值税增加所

致 

8 应付利息 271,685.42 439,033.05 -38.12% 主要系借款减少，利息支

出相应减少 

9 其他应付款 13,706,243.07 21,316,597.19 -35.70% 应付检测维修服务费和

劳务外包费用减少所致 

1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0,000,000.00 5,000,000.00 100.00% 长期借款重分类所致 

11 股本 137,960,950.00 103,460,950.00 33.35%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增加

股本所致 

12 资本公积 864,263,211.01 191,829,891.14 350.54%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增加

股本溢价所致 

序号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例 原因分析 

13 营业收入 1,009,597,466.63 1,463,273,587.76 -31.00%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手机

终端出货量下降，导致收

入减少。 

14 营业税金及附加 5,835,719.85 9,963,819.42 -41.43% 应缴纳增值税减少影响 

15 财务费用 8,673,562.26 17,986,243.98 -51.78% 主要系借款减少，利息支

出相应减少 

16 资产减值损失 2,121,772.03 -847,954.17 350.22% 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17 信用减值损失 -194,546.17 -10,348,785.72 98.12% 主要系收入减少，相应应

收款项减少所致 

18 其他收益 11,447,567.76 5,161,482.04 121.79% 收到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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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资产处置收益  12,568.50 -100.00% 本报告期未发生固定资

产处置 

20 减：营业外支出 440.28 496,956.75 -99.91% 支付与经营活动无关的

费用减少 

21 减：所得税费用 1,565,159.44 14,465,961.07 -89.18% 受利润减少影响 

22 收到的税费返还 9,460,678.83 100,130.36 9348.36% 收到增值税增量留抵退

税所致 

2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33,287,948.00 5,105,635.77 551.98% 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以

及解冻受限资金所致 

24 支付的各项税费 46,827,037.97 79,546,856.65 -41.13% 主要系缴纳增值税减少

所致 

25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9,000.00 -100.00%  本报告期未发生固定资

产处置  

26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726,075,000.00   100.00%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

集资金款 

27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216,250,000.00 390,000,000.00 -44.55% 短期借款同比减少所致 

28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00,462,348.92 24,240,179.72 314.45% 收到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金增加所致 

2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266,250,000.00 164,000,000.00 62.35% 偿还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3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3,966,663.25 48,799,211.70 -71.38% 本报告期未进行分配股

利 

31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72,874,265.91  100.00% 支付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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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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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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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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78

号文）核准，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证券简称“宝明科技”，证券代码“002992”。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3,4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本次发行价格

为22.3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77,107.50万元。扣除券商承销费用4,500.00万元，（承销费用和保荐费用合计不含税额为人民

币47,169,811.32元，本公司已以自有资金支付人民币2,169,811.32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72,607.50万元。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容诚验字[2020]230Z0141号”《验资报告》。2020年7月29日募

集资金汇入本公司具体银行账户、账号及金额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银行账户名称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汇入金额（元） 

1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观澜支行 

747173785308 349,382,100.00 

2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宝安支行 

632204117 309,060,300.00 

3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营业部 

20000014684000035456226 67,632,600.00 

合计    726,075,000.00 

 

二、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分别用于电容式触摸屏扩产建设项目、LED背光源扩产建设项目和研发技术中建设项目三个项目建设，

为保障募投项目顺利进行，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本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进行了预先投入。截至 2020 年 

8 月 21 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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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 17,981.14 万元。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此进行了核査并出具《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容诚专字

[2020]230Z2004号）。募集资金具体收支和结余情况如下：  

 

（1）报告期收到募集资金情况：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收到募集资金款 收到利息款 收款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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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容式触摸屏扩产建设项目 309,060,300.00 347,559.03 309,407,859.03 

2 LED背光源扩产建设项目 349,382,100.00 502,288.73 349,884,388.73 

3 研发技术中建设项目 67,632,600.00 31,111.97 67,663,711.97 

  合计金额 726,075,000.00 880,959.73 726,955,959.73 

 

（2）报告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支付项目款 支付发行费用 支付手续费 付款合计 

1 电容式触摸屏扩产建设项目 73,987,539.10                -    582.21 73,988,121.31 

2 LED背光源扩产建设项目 158,933,421.16                -    1,546.60 158,934,967.76 

3 研发技术中建设项目 22,332,321.62 11,527,471.72 163.66 33,859,957.00 

  合计金额 255,253,281.88 11,527,471.72 2,292.47 266,783,046.07 

 

（3）截止报告期末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收款合计 付款合计 项目余额 

1 电容式触摸屏扩产建设项目 309,407,859.03 73,988,121.31 235,419,737.72 

2 LED背光源扩产建设项目 349,884,388.73 158,934,967.76 190,949,420.97 

3 研发技术中建设项目 67,663,711.97 33,859,957.00 33,803,754.97 

  合计金额 726,955,959.73 266,783,046.07 460,172,9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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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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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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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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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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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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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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2、衍生品投资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八、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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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