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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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丐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慧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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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7,876,676.07 3,694,158,863.59 -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65,117,012.78 2,629,667,659.3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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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983,792.84 207,899,588.80 1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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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4,300,681.83 2,720,276,584.22 -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1,049,353.44 530,361,080.25 -1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5,269,161.46 476,968,721.50 -8.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7 21.22 减少 4.3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8 1.22 -11.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8 1.22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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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98  9,3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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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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4,382.57  38,091,685.5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552,739.84  11,319,409.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853,025.94  -2,255,409.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17  -739.37  

所得税影响额 -1,474,726.76  -11,384,097.66  

合计 5,248,077.56 35,780,1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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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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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 352,800,000 80.99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李丐腾 39,200,000 9.00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061,047 1.62  无  其他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管

理公司－自有资金 
3,508,155 0.81 

 
无 

 
其他 

瑞典第二国家养老基金－

自有资金 
3,359,213 0.77 

 
无 

 
其他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

资金 
3,296,384 0.76 

 
无 

 
其他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00,000 0.51  无  国有法人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641,289 0.38  无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47,669 0.33 

 

无 

 

其他 

毕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毕盛大中华阿尔法母基金 
1,093,300 0.25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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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 35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2,800,000 

李丐腾 39,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2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061,047 人民币普通股 7,061,047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管理公司－自有资金 3,508,155 人民币普通股 3,508,155 

瑞典第二国家养老基金－自有资金 3,359,213 人民币普通股 3,359,213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资金 3,296,384 人民币普通股 3,296,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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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641,289 人民币普通股 1,641,28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国海潜力

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47,669 人民币普通股 1,447,669 

毕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毕盛大中华阿尔法

母基金 
1,09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3,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李丐腾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持有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 98%股权。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前十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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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比例

（%） 
变动的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461,751,435.14 227,396,940.29 103.06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交易性金融资产 282,509,452.63 729,678,776.97 -61.28 
报告期末理财产品余额减

少 

预付款项 45,524,526.48 16,804,169.97 170.91 
主要为模具和广告预付款

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7,321,640.22 29,065,056.58 -40.40 
报告期末待抵扣增值税进

项税额减少 

长期股权投资 210,848,251.26  不适用 
本报告期新增对联营企业

的投资 

长期待摊费用 3,915,970.46 6,476,401.16 -39.53 本报告期摊销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9,222,650.74 43,757,893.70 -33.22 

主要为销售折扣与折让、

预提费用产生的时间性差

异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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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资产 6,255,316.30 1,748,731.00 257.71 预付工程款余额增加 

预收款项  40,242,730.54 -100.00 

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已收

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

商品的义务金额列示于合

同负债项目，对可比期间

信息不予调整 

合同负债 9,338,587.27  不适用 

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已收

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

商品的义务金额列示于合

同负债项目，对可比期间

信息不予调整 

其他应付款 48,631,855.77 28,427,429.54 71.07 应付促销费余额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1,214,016.35  不适用 

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已收

客户对价中包含的增值税

金额列示于其他流动负债

项目，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822,029.07 7,639,499.87 67.84 

主要为税法可以税前列支

的固定资产折旧产生的时

间性差异增加所致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20年前三季度

（1-9月） 

2019年前三季度

（1-9月） 

增减比例

（%） 
变动的主要原因 

财务费用 -1,953,185.70 -3,064,511.81 36.26 
主要为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1,863,337.99  不适用 
本报告期计提的存货跌价

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960,903.88 -799,433.86 220.20 

主要为本报告期收回应收

账款而转回计提的坏账损

失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69,324.34 6,900,850.33 -102.45 

主要为本报告期出售理财

产品而转出持有期间计提

的收益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2,912.12 587.73 2096.95 
本报告期处置闲置设备收

益增加 

其他收益 2,889,634.22 2,111,062.21 36.88 
本报告期与日常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助增加 

营业外支出 2,263,533.88 310,778.17 628.34 
本报告期对外捐赠支出增

加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前三季度

（1-9月） 

2019年前三季度

（1-9月） 

增减比例

（%） 
变动的主要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40,554,184.54 103,845,143.86 -60.95 

本报告期收到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603,983,792.84 207,899,588.80 190.52 本报告期购买商品、接受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6 / 6 

量净额 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214,277.80 1,028.75 20728.95 
本报告期收到处置闲置设

备的金额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4,668,817.82 -144,377,603.18 144.79 

本报告期新增对联营企业

的投资及滚动购买理财产

品减少共同影响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200,000.00  不适用 
本报告期吸收少数股东的

投资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435,600,000.00 653,400,000.00 -33.33 

本报告期分配现金股利减

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34,400,000.00 -653,400,000.00 33.52 

本报告期分配现金股利减

少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101,884.19 318,459.24 -68.01 

本报告期美元账户余额减

少及汇率变动的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234,354,494.85 -589,559,555.14 139.75 

本报告期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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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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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李丐腾 

日期 2020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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