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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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继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树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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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2,581,858.97 910,314,153.68 -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31,902,492.38 864,975,466.83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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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12,091.04 52,891,948.35 -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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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86,927.93 184,871,676.73 -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1,327,025.55 44,565,786.44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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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974,887.74 40,438,202.43 -3.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9 9.60 减少 4.8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69 -24.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0.69 -24.64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6.98 5.81 增加 1.1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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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0.68 5.6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

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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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553.40 2,442,288.29 政府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03,890.40 理财收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

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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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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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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

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

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8,751.85 -240,698.1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58,394.69 161,318.4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38,278.72 -414,666.89  

合计 785,938.20 2,352,137.8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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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陈继锋 38,196,240 47.75 38,196,240 38,196,24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永新县厚享科技中

心（有限合伙） 
2,913,600 3.64 912,562 912,562 无 0 其他 

北京华创盛景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华创盛景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2,746,080 3.43 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苏州工业园区禾源

北极光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848,960 2.31 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北京启迪汇德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1,483,657 1.85 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杨诺 1,427,940 1.78 1,427,940 1,427,94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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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投资有限

公司 
829,100 1.04 829,100 1,000,000 无 0 其他 

天津分享星空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09,176 1.01 0 0 无 0 其他 

戴鸿安 611,674 0.76 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江茂谊 518,200 0.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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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创盛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华创盛景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746,080 人民币普通股 2,746,080 

永新县厚享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2,001,038 人民币普通股 2,001,038 

苏州工业园区禾源北极光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48,960 人民币普通股 1,848,960 

北京启迪汇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483,657 人民币普通股 1,483,657 

天津分享星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809,176 人民币普通股 809,176 

戴鸿安 611,674 人民币普通股 611,674 

江茂谊 518,200 人民币普通股 518,200 

唐文林 448,380 人民币普通股 448,38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428,642 人民币普通股 428,642 

达晨银雷高新（北京）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415,845 人民币普通股 415,8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陈继锋、杨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永新县厚享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中的合伙人陈涛、庞红

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3、除此之外，公司未接到其他股东有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声明。为此，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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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6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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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突发事件，公司迅速制定对策，在继续贯彻执行董事会的发展战略

和2020年度经营计划的同时，实现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的平稳运行及逐步改善。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17,028.7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89%，各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4,661.38万元、

5,948.66万元、6,418.6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0.18%、下降7.66%、增长3.43%，各季度营业收

入环比同比都呈现向好趋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32.7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27%，各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099.69万元、1,582.41

万元、1,450.6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2.39%、下降8.77%、增长11.16%；在第一季度生产经营面

临挑战的情况下，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实现良好的复苏态势，并在第三季度实现了营业收入的同

比正增长，同时公司的盈利情况也得到持续改善。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15,453,338.10 9,314,954.74 65.90 
主要系报告期银行电

子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958,378.19 2,867,682.36 38.03 
主要系报告期预付材

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016,898.33 81,632,038.79 -97.53 
主要系报告期结构性

存款收回所致 

在建工程 77,542,292.12 26,718,459.27 190.22 
主要系报告期待安装

设备及在建厂房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058,029.18 14,610,054.84 -65.38 
主要系计提2019年年

终奖金本期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4,076,363.89 2,427,373.75 67.93 
主要系报告期应缴所

得税费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22,474,600.83 352,316.73 6,279.09 

主要系报告期应付

2020年上半年红利所

致 

（2）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 1-9 月 2019年 1-9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6,578,840.84 -1,779,504.86 -269.70 主要系报告期构性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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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利息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前三季

度（1-9月） 

2019年前三季

度（1-9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3,657,717.35   7,375,343.08   -50.41  
主要系报告期政府补

助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9,847,809.74   17,783,956.51   -44.63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差

旅费、业务招待费、广

告宣传费等减少所致 

购 建 固 定 资

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86,140,725.02  23,714,841.82  263.24  

主要系报告期募集资

金购入固定资产，支付

建造厂房工程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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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项概述 查询索引 

2020年4月1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 

www.sse.com.cn 

2020年4月14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www.sse.com.cn 

按照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朱晓东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股权激励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www.sse.com.cn 

2020年4月15日至2020年4月24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

对象提出的异议。 

www.sse.com.cn 

2020年5月11日，公司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

人与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

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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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

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

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

格由26.68元/股调整为26.03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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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继锋 

日期 2020年 10月 26日 

 


	OLE_LINK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