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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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严建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晓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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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5,000,086.36 2,512,091,111.79 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91,527,765.55 1,676,320,763.70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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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36,162.91 -9,818,582.74 -1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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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939,809.42 505,592,459.25 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653,720.24 16,013,542.98 7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16,822.59 773,414.46 1,259.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 0.95 增加 0.6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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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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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97,582.38 13,102,0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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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5,566.00 7,945,279.2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2,840.51 -578.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6,131.69 -749,869.18  

所得税影响额 -1,778,793.15 -3,159,958.85  

合计 9,875,383.03 17,136,8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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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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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建文 148,438,422 32.76 0 质押 19,390,000 境内自然人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5,630,910 10.07 0 无 0 国有法人 

段启掌 29,617,700 6.5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25,569,090 5.64 0 无 0 国有法人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0,379,902 2.2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泰达宏利基金－平安银行

－华润深国投信托－华润

信托·安徽国资定增 1 期

集合信托计划 

8,485,546 1.8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天治基金－浦发银行－华

宝信托－华宝－银河 31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183,780 1.3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陆

家嘴国际信托－陆家嘴信

托－鸿泰 6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5,298,734 1.1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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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存爱 2,587,500 0.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胡伟 1,960,388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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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建文 148,438,422 人民币普通股 148,438,422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5,630,910 人民币普通股 45,630,910 

段启掌 29,617,7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17,700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569,090 人民币普通股 25,569,090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10,379,902 人民币普通股 10,379,902 

泰达宏利基金－平安银行－华润深国投信

托－华润信托·安徽国资定增 1期集合信

托计划 

8,485,546 人民币普通股 8,485,546 

天治基金－浦发银行－华宝信托－华宝－

银河 3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183,780 人民币普通股 6,183,780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陆家嘴国际信托－

陆家嘴信托－鸿泰 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298,734 人民币普通股 5,298,734 

张存爱 2,58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587,500 

胡伟 1,960,388 人民币普通股 1,960,3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段启掌和张存爱为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

余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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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增减百

分比（%）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80,926,642.02 119,343,007.94 51.60 主要为理财产品到期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0,005,375.13 231,264,649.13 -39.46 主要为银行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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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 87,461,464.81 48,246,451.69 81.28 
主要为已背书未到期的应收票据未

终止确认所致 

预付款项 55,972,405.73 25,000,393.70 123.89 主要为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3,295,197.39 14,455,498.05 130.33 主要为待抵扣进项税金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456,782.00 118,919.00 1965.93 主要为本期新增厂房租金摊销所致 

应付账款 239,742,284.04 176,422,235.26 35.89 
主要为期末材料采购备货增加，应

付材料款相应增长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958,428.97 25,155,894.29 -72.34 
主要为上期计提的奖金本期发放所

致 

应交税费 10,688,394.05 5,158,374.55 107.20 
主要为期末应缴企业所得税增加所

致 

长期应付款 2,984,528.28 24,174,058.46 -87.65 主要为本期支付融资租赁本息所致 

预计负债 2,734,371.75 1,872,316.01 46.04 
主要为本期计提的产品质量保证增

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705,582.63 -336,244.08 -109.84 主要为控股子公司本期亏损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百

分比（%）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15,206,845.51 5,944,917.28 155.80 主要为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2,466,581.29 -7,733,315.92 -61.21 
主要为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500,000.00 - / 主要为本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7,961,680.91 3,367,594.21 136.42 主要为银行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44,959.96 -315,884.49 / 主要为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7,880.11 143,407.34 -80.56 
主要为收到的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

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798.41 100,000.00 -98.20 主要为本期捐赠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5,737,309.91 3,293,180.35 74.22 
主要为本期应纳税所得额较去年同

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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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9月30日签订了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合同标的为1套油压机，合同金额为

9,298.00万元。根据合同条款，标的交货时间为2022年1月23日，具体安装时间双方按现场实际情

况确定，因此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无影响。本合同的顺利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的主营业务、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也不存在公司主要业务因履行合同而与

合同对方产生依赖的情况。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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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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严建文 

日期 2020年 10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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