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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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倩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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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035,391.44 904,939,617.87 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63,091,486.23 791,496,953.51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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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55,465.35 81,320,183.68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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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47,333.13 237,327,392.25 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6,417,299.88 87,087,337.13 2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901,800.63 76,933,181.07 9.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94 12.21 增加 0.7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4 1.11 -6.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4 1.11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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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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28 -33,4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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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240.05 10,469,4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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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9,086.57 16,068,017.8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420.47 44,453.9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318.13 -57,731.19 

所得税影响额 -744,380.88 -3,975,225.55 

合计 4,214,597.36 22,515,4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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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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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佐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53,235,000 51.5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杭州佑源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7,605,000 7.3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丰友生 3,722,500 3.60 0 质押 1,560,000 境内自然人 

杭州福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511,943 2.4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泰证券资管－招商

银行－中泰星河 12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271,761 1.23 0 无 0 其他 

潘兴泉 1,085,234 1.0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汽颀臻（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上汽

投资－颀瑞 2 号 

799,866 0.77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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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丹（深圳）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盈丹价值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643,778 0.62 0 无 0 其他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明汯价值成

长 1 期私募投资基金 

611,847 0.59 0 无 0 其他 

洪江鑫 572,750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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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3,2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235,000 

杭州佑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6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7,605,000 

丰友生 3,722,500 人民币普通股 3,722,500 

杭州福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11,943 人民币普通股 2,511,943 

中泰证券资管－招商银行－中泰星河

1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271,761 人民币普通股 1,271,761 

潘兴泉 1,085,234 人民币普通股 1,085,234 

上汽颀臻（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汽投资－颀瑞 2 号 
799,866 人民币普通股 799,866 

盈丹（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盈丹

价值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3,778 人民币普通股 643,778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汯价

值成长 1 期私募投资基金 
611,847 人民币普通股 611,847 

洪江鑫 572,750 人民币普通股 572,7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徐纳系佐丰投资的执行董事，实际控制人

胡欣系佐丰投资的监事、佑源投资的执行董事。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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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产负债表项目主要变动情况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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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期数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55,254,282.38  246,939,720.43   -77.62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313,321,047.92  126,572,095.89   147.54  
主要系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

加所致 

应收票据  22,223,497.25   15,778,017.19   40.85  
主要系销售增加，客户以承兑

方式回款增加影响 

预付款项  3,205,973.19   1,725,846.59   85.76  
主要系预付材料款项增加影

响 

其他应收款  921,631.07   2,762,678.67   -66.64  
主要系收回湖州冷锻线材环

保精制项目土地保证金 

在建工程 143,262,402.33  104,390,950.86   37.24  
主要系公司建筑工程投入增

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450,521.46   5,176,856.93   -33.35  
主要系预付机器设备款减少

影响 

其他应付款  404,756.32   11,888,620.04   -96.60  

主要系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解禁，终止确认了对应回购义

务 

库存股 -  11,269,271.40  不适用 

主要系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已全部解禁，终止确认了对应

回购义务 

其他综合收益  -297,397.30   1,603,597.26   -118.55  
主要系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

额减少影响 

（2） 利润表项目主要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名称 本期数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财务费用  1,277,167.21   -1,424,906.33  不适用 
主要系境外子公司汇兑损失

增加影响 

其他收益 10,469,428.32   3,587,219.14  191.85 
主要系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助增加影响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607,409.95   80,000.00  11909.26 
主要系执行新准则，交易性金

融资产未实现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3,444.17   1,662,727.49  不适用 

主要系上年同期商品房转让

员工作为人才激励，本期未发

生。 

少数股东损益  4,896,646.05   2,379,648.36  105.77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实现净利

润增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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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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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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纳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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