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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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石晓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爱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娜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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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3,436,196.73 1,580,302,853.67 -1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91,823,169.30 968,411,402.63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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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4,391.70 -23.00% 547,285,739.78 -2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0,030,346.95 -1.82% 45,712,034.43 -2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8,465,876.55 -1.68% 31,729,896.86 -41.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0,449,659.62 -81.81% 81,215,854.94 -52.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0% 0.14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0% 0.14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9% -0.20% 4.51%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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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2,537.4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2,139,04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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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8,653.6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916,935.4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1,880.04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10,063.4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3,086.24  

合计 13,982,137.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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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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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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光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14% 165,000,000 0   

石向才 境内自然人 5.62% 18,150,000 13,612,500   

石碎标 境内自然人 4.77% 15,400,000 0   

石晓霞 境内自然人 1.01% 3,250,000 2,437,500   

郑巨谦 境内自然人 1.00% 3,226,000 0   

张贤静 境内自然人 1.00% 3,226,000 0   

朱丹 境内自然人 0.64% 2,062,500 0   

施隆 境内自然人 0.64% 2,062,500 0   

彭威翔 境内自然人 0.56% 1,819,950 0   

宝琳 境内自然人 0.49% 1,581,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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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光科技有限公司 16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000,000 

石碎标 15,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00,000 

石向才 4,537,500 人民币普通股 4,537,500 

郑巨谦 3,2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26,000 

张贤静 3,2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26,000 

朱丹 2,062,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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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隆 2,062,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2,500 

彭威翔 1,819,950 人民币普通股 1,819,950 

宝琳 1,581,7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1,700 

石志微 1,52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2,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电光科技有限公司，电光科技有限公司、石碎标、石向才、朱丹、施隆、

石志微是公司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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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比例 说明 

货币资金 145,909,077.90 111,322,723.53 31.07% 主要系银行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0,574,084.23 25,268,031.50 -58.15% 主要系收回往来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516,640.78 5,986,606.36 -57.96% 主要系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100,000.00 420,744.34 399.12% 主要系投资浙江兆裕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50,162.23 4,501,732.94 -98.89% 主要系出售房产所致 

在建工程 930,495.99 104,000.00 794.71% 主要系数字化车间建设投入所致 

商誉 53,459,963.80 143,144,846.20 -62.65% 主要系因出售股权而商誉消失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4,078,507.34 53,089,492.41 -73.48% 主要系雅力股权转让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40,137,556.00  主要系股权转让所致 

短期借款 140,141,416.67 259,341,457.34 -45.96% 主要系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2,454,831.51 7,042,502.10 -65.14% 主要系支付货款方式减少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预收款项  81,549,723.85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合同负债 47,858,887.13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912,410.92 22,085,013.85 -55.12% 主要系支付期初年终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7,491,312.38 12,221,292.44 -38.70% 主要系减税所致 

其他应付款 34,927,941.55 52,493,942.10 -33.46% 主要支付往来款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3,106,610.84 71,714,519.56 -95.67% 主要系股权转让所致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说明 

销售费用 49,184,853.63 77,711,216.51 -36.71% 主要系随营业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5,572,485.27 13,504,376.94 -58.74% 主要系减少银行借款所致 

其他收益 4,647,694.42 6,706,176.63 -30.70% 主要系补贴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649,118.20 668,544.67 -197.09% 主要系出售股权及理财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2,773,759.47 -7,671,282.41 196.87% 主要系应收款项计提坏账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2,538,591.07 34,627.14 36110.30% 主要系处非流动资产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562,274.26       151,226.81  271.81% 主要系捐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002,036.63    10,018,501.32  -70.04% 主要系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1,215,854.94      172,397,813.23  -52.89% 主要系出售教育资产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0,082,077.42      -26,114,148.63  521.54% 主要系出售股权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33,976,219.17      -74,178,398.12  145.80% 主要系出售股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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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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其相关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募集资金总额除以本次发行价格，且不超过本次发

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亿元（含本数）。因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完成相关备案手续后，部分

项目备案名称与前期发行方案公布名称存在差异，为保证二者的统一性，拟将原发行方案中部分募投项目名称根据备案结果

进行修改，不涉及募投项目其他事项及发行方案事项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其相关议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发布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的事项 
2020 年 08 月 28 日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在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的相

关信息。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的事项 
2020 年 09 月 23 日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在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的相

关信息。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理的事项 
2020 年 10 月 16 日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在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的相

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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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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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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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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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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8 月 14

日 

电光上海公司

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泰基金 丁小

丹，华润元大基

金 王鑫，长安

基金 马智杰、

方寅，华西证券 

唐爽爽 

公司的基本情

况、推动智能矿

山目前的政策、

公司在智能矿

山上如何布局;

防爆电器产品

在其他领域的

运用；公司的教

育产业未来发

详见公司在 2020 年 8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

公布电光防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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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 

2020 年 09 月 01

日 

电光上海公司

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上海千波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束其

全，南京胡杨投

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 张凯华，

上海万霁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牛春宝，

金松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总裁 

窦爽，上海多璨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基金经理 

郑严军，浩宇投

资经理 左三勇 

公司在智能矿

山上的布局；公

司目前在智能

化矿山上的业

务推进情况；公

司新产品的毛

利率，市场规

模，市场前景；

本次公司非公

开发行的目的 

详见公司在 2020 年 9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

公布电光防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9 月 21

日 

电光上海公司

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长城证券分析

师 王志杰，华

西证券分析师 

俞能飞 

矿用防爆电器

的行业发展情

况及公司在这

行业中所处地

位、智能矿山的

建设将会给公

司带来的市场；

公司目前对智

能矿山的建设

准备情况；公司

未来对技术人

员、销售人员的

规划；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

目的 

详见公司在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

公布电光防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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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