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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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魏少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应伶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周艳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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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6,999,208.19 1,321,592,919.59 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48,850,549.33 896,676,540.97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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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87,789.37 26.79% 1,130,230,853.47 1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5,851,734.83 115.84% 60,429,008.36 12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3,507,485.72 107.96% 54,787,913.26 120.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213,041.67 110.58% 51,640,325.92 41.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66 116.00% 0.3660 123.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66 116.00% 0.3660 123.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6% 1.40% 6.55%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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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4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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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5,98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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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0,038.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5,312.65  

减：所得税影响额 937,5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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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225.45  

合计 5,641,09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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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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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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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鑫达瑞明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27% 46,679,000  质押 23,000,000 

羌志培 境内自然人 4.52% 7,467,048    

王岳 境内自然人 3.63% 5,993,413    

姜客宇 境内自然人 2.03% 3,349,977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2.00% 3,300,00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

AL 

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0.57% 934,148    

言骅 境内自然人 0.55% 912,995 684,746   

陈潮怀 境内自然人 0.45% 749,400    

方利萍 境内自然人 0.45% 749,300    

胡浩 境内自然人 0.43% 71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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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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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天津鑫达瑞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46,679,000   

羌志培 7,467,048   

王岳 5,993,413   

姜客宇 3,349,97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3,300,00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934,148   

陈潮怀 749,400   

方利萍 749,300   

胡浩 715,236   

刘娜 678,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天津鑫达瑞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控股股东，羌

志培、王岳、言骅、胡浩为公司发起人股东；上述五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知上述五名股东以外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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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1、股东天津鑫达瑞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0,679,0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000,000 股； 

2、股东方利萍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4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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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交易性金融资产减少 80.82%，主要是因为理财产品到期； 

2、应收账款增加 64.89%，主要是因为销售收入增加； 

3、其他流动资产减少 48.7%，主要是因为待抵扣增值税的减少； 

4、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少 53.95%，主要是因为预付设备款的减少； 

5、短期借款减少 100.00%，主要是归还了短期借款； 

6、应付账款增加 31.77%，主要是因为购买原材料的增加； 

7、应交税费增加 154.25%，主要是因为企业所得税增加；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 57.29%，主要是应付设备工程款减少； 

9、管理费用增加 34.46%，主要是工资福利费用的增加； 

10、研发费用增加 41.37%，主要是研发投入的增加； 

11、信用减值损失增加 48.52%，主要是因为应收账款增加,计提了坏账准备； 

12、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84.34%，主要是因为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3、净利润增加 135.67%，主要是因为营业收入增加； 

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41.80%，主要是因为销售回款增加； 

15、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351.87%，主要是归还了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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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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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天

津鑫达瑞明

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

关于关联交

易方面的承

诺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避免

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就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

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

2017 年 02

月 10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违

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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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 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本企业及

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

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企业保证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通过

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取

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上市公司及其控

制的企业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本企业保

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的各项承诺。本承诺

函在本企业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持

续有效。 

实际控制人

魏少军、魏强 

关于关联交

易方面的承

诺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避免与上

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就本人

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控

制的企业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

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

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本人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将不通过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

业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

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承担任何不正当

的义务。本人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的各

项承诺，本承诺函在本人作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2017 年 02

月 10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违

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控股股东天

津鑫达瑞明

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

合伙） 

关于同业竞

争方面的承

诺 

1、本企业以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

市公司（包括上市公司控制的公司或企业，

下同）不存在产品交叉、重叠的情况，互相

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2、本次交易完成后，

针对本企业以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拟

从事或实质性获得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业务

或商业机会，且该等业务或商业机会所形成

的资产和业务与上市公司可能构成潜在同

业竞争的情况下，本企业将努力促使本企业

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上市公

司相同的业务，以避免与上市公司的业务经

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此外，本企业以

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市场份额、商业

机会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可能对上市公司带

来不公平的影响时，本企业将努力促使本企

2017 年 02

月 10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违

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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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放弃与上市公

司的业务竞争。3、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本

企业或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的商业

机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

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本企业将立即通知上

市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

司，避免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

业竞争。本企业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各

项承诺。本承诺函在本企业作为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实际控制人

魏少军、魏强 

关于同业竞

争方面的承

诺 

1、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包括

上市公司控制的公司或企业，下同）不存在

产品交叉、重叠的情况，互相之间不存在同

业竞争。2、本次交易完成后，针对本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拟从事或实质性获得与上市

公司相同的业务或商业机会，且该等业务或

商业机会所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与上市公司

可能构成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况下，本人将努

力促使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上市

公司相同的业务，以避免与上市公司的业务

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此外，本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在市场份额、商业机会及资源

配置等方面可能对上市公司带来不公平的

影响时，本人将努力促使本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放弃与上市公司的业务竞争。3、本次交

易完成后，如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的商

业机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

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本人将立即通知上

市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

司，避免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

业竞争。本人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各项

承诺。本承诺函在本人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2017 年 02

月 10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违

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控股股东天

津鑫达瑞明

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

合伙），实际

控制人魏少

军、魏强 

关于维护上

市公司独立

性的承诺 

（一）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

管理人员在上市公司专职工作，不在本企业

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

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本企业及本企业

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2、保证上市公司

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

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或领取报酬。3、保证上

市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

理体系，该等体系和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

其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二）资产独立 1、

2017 年 02

月 10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违

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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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上市公

司的资产全部处于上市公司的控制之下，并

为上市公司独立拥有和运营。保证本企业及

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

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2、保证

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本企业及本企业控

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违规提供担保。（三）

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

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2、保证上市

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子

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3、保证上市公司独

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

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4、保证上市公司

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本企业及本企业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干

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5、保证上

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四）机构独立 1、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2、

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

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依照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3、保证上市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本企业

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

同的情形。（五）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

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

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

的能力。2、保证尽量减少本企业及本企业

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无

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的关联交易则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六）保

证上市公司在其他方面与本企业及本企业

控制的其他企业保持独立。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作为本公司

股东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股份锁定的

承诺 

在本人任职期间，将向公司申报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上述锁定期

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离任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

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2010 年 05

月 25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违

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股权激励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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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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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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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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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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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5.5 -- 8,726.58 3,422.19 增长 105.00% -- 155.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49 -- 0.5285 0.2072 增长 105.00% -- 155.00% 

业绩预告的说明 
公司营业收入稳定增长所致。其中风电业务板块着力于全球市场客户管理，经营业绩稳步增

长，推动公司业务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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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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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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魏少军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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