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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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肖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张茂林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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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0,607,402.77 4,896,046,399.16 -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284,172,528.28 2,179,679,922.20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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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000,471.98 0.09% 2,507,399,211.99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63,507,459.64 341.22% 1,060,756,366.88 68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7,202,732.51 -50.68% 92,086,819.09 -8.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5,002,176.59 -45.43% 307,109,238.25 -38.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91 379.66% 0.5338 716.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91 379.66% 0.5338 716.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1% 8.80% 41.62% 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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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56,3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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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64,3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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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5,055.7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81,202,3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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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22,323.1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43.49  

合计 968,669,547.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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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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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奋 境内自然人 39.74% 725,045,372 654,841,254 质押 678,059,088 

肖勇 境内自然人 3.23% 58,972,646 47,079,484 质押 53,432,646 

支燕琴 境内自然人 2.84% 51,800,500 0   

肖晓 境内自然人 2.13% 38,953,377 29,215,033 质押 38,930,000 

肖文英 境内自然人 2.12% 38,645,402 0 质押 38,071,323 

深圳市泓锦文

大田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03% 37,016,113 0   

陈小发 境内自然人 1.99% 36,388,300 0   

肖韵 境内自然人 1.86% 33,964,253 25,473,190 质押 33,720,000 

金元顺安基金

－浙商银行－

华润信托－华

润信托·增利

42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62% 29,485,282 0   

建信基金－杭

州银行－华润
其他 1.33% 24,208,97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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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国投信托－

华润信托·增

利 33 号单一资

金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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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奋 70,204,118 人民币普通股 70,204,118 

支燕琴 51,8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51,800,500 

肖文英 38,645,402 人民币普通股 38,645,402 

深圳市泓锦文大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7,016,113 人民币普通股 37,016,113 

陈小发 36,388,300 人民币普通股 36,388,300 

金元顺安基金－浙商银行－华

润信托－华润信托·增利 42 号

单一资金信托 

29,485,282 人民币普通股 29,485,282 

建信基金－杭州银行－华润深

国投信托－华润信托·增利 33

号单一资金信托 

24,208,971 人民币普通股 24,208,97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21,770,667 人民币普通股 21,770,667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玄元六度元宝 5 号私募投资基

金 

20,691,427 人民币普通股 20,691,427 

刘方觉 16,696,478 人民币普通股 16,696,4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刘方觉为控股股东肖奋配偶，肖韵为肖奋女儿，肖文英为肖奋

姐姐，肖勇为肖奋弟弟，肖晓为肖奋妹夫。公司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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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507,399,211.99 2,495,281,956.18 0.49% 主要系智能音箱、智能可穿戴销售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1,996,423,142.60 2,008,479,278.43 -0.60% 主要系加强成本管控及效率提升，成本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 64,053,669.32 57,475,664.28 11.44% 
主要系加大智能音箱、智能穿戴、TWS耳机及智

能门锁市场投入所致 

管理费用 134,626,681.46 150,903,884.80 -10.79% 
主要系加大管理费用管控及部分闲置设备处置

折旧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158,579,762.07 137,496,947.57 15.33% 主要系加大智能音箱、智能可穿戴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46,751,651.71 16,771,633.37 178.75% 主要系贷款利息增加及汇率变动所致 

所得税费用 24,597,912.06 27,685,761.69 -11.15% 主要系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利润下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50,259,039.58 -4,757,915.01 956.32% 主要系闲置设备处置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984,429,119.03 2,431,916.65 40379.56% 主要系富诚达原股东股份补偿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7,109,238.25 501,641,977.78 -38.78% 主要系本期回笼前期货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5,413,092.47 -193,866,450.43 109.12% 

主要系本期自有资金银行理财较比上年同期增

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0,228,328.32 -575,548,147.16 -113.94% 

主要系本报告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较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6,864,533.91 -271,304,052.84 -93.78% 主要系本期回笼前期货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原因                                                                            单位：元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707,883.82 189,441.00 801.54%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客户银行承兑货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42,327,724.90 11,748,191.96 260.29% 主要系预付材料款及设备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58,947,808.34 44,968,807.49 31.09% 主要系其他往来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4,131,589.74 50,841,688.05 124.48% 主要系预付设备购置减少及重分类所致 

在建工程 334,023,892.06 161,016,753.97 107.45% 主要系清溪产业园二期在建工程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00,172,817.05 333,223,832.44 -69.94% 主要系付供应商承兑货款到期兑付所致 

预收款项 93,099,564.77 62,463,400.58 49.05% 主要系新增客户预收订单定金所致 

应交税费 -395,814.26 40,671,309.08 -100.97% 
主要系去年第四季度为旺季，应缴所得税较多及

本报告期在建工程进项税额留抵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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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33,895,312.09 374,154,858.94 -90.94%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富诚达原股东利润分配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 201,964,552.74 - 主要系一年到期的借款偿还及重分类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58,417.09 7,141,481.71 -97.78% 主要系增值税待转销项税转回所致 

长期借款 711,249,999.00 250,000,000.00 184.50% 
主要系增加东莞奋达工程建设专用贷款及其他长

期银行借款所致 

库存股 - 19,376,553.94 - 主要系本报告期回购注销员工限制性股票所致 

未分配利润 -1,507,586,305.01 -2,579,131,046.52 -41.55% 主要系富诚达原股东股份补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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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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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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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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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0 

-

- 
115,000 -305,256.72 增长 134.40% 

-

- 
137.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395 
-

- 
0.5908 -1.49 增长 136.21% 

-

- 
139.65% 

业绩预告的说明 
主要系富诚达原股东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确认为营业外收入；同时公司智能可穿戴产

品及电声产品收入增加，毛利率同比提升，盈利能力改善。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2,000 11,301 0 

合计 22,000 11,301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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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

内容及提供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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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 

2020 年 09 月

01 日 
奋达科技园 实地调研 机构 

第一创业、华

福证券、金元

证券、前海年

丰基金、译信

基金、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

报、投资家、

红华资本、君

度资本、筠业

投资、新城控

股投资、得壹

投资、沃伯格

投资、创华投

资、明懿资

管、盛桥资

管、前海精至

资管、广龙资

管、优美利投

管、鸿臻投

管、懿德汇

睿、天马微电

子、江苏高科

技产业投资、

芦东昕 

针对公司的

经营情况和

发展战略等

内容进行交

流，未提供资

料。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new/disclosur

e/stock?orgId=99000

22749&stockCode=0

02681） 

2020 年 09 月

09 日 
奋达科技园 实地调研 机构 

国泰君安、开

源证券、大唐

基金、中财经

基金、高益基

金、康成亨资

本、科桥资

本、日晟昌金

融、鸿江金

融、华鑫大

通、鸿星投

资、薇鹜企业

管理、万盈科

技、集美荟文

化、鹿鸣珠

宝、江玉黑、

黄奕鑫、邓国

杰 

针对公司的

技术投入方

向和销售模

式等内容进

行交流，未提

供资料。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new/disclosur

e/stock?orgId=99000

22749&stockCode=0

02681） 

2020 年 09 月 奋达科技园 实地调研 机构 西证国际证 针对公司清 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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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 券、若汐投

资、遵道投

资、聚龙投

资、柒福投

资、沈斌、谢

建伟 

溪产业园建

设和未来发

展战略等内

容进行交流，

未提供资料。 

（http://www.cninfo.

com.cn/new/disclosur

e/stock?orgId=99000

22749&stockCode=0

0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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