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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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萧维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从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谢从雄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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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497,858,590.45 3,940,522,560.07 3,940,625,170.14 -1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980,055,991.41 1,987,656,770.20 1,989,638,236.65 -0.4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

期比上

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71,702,923

.46 

844,794,755

.53 

844,794,755

.53 
-8.65% 

2,319,108,

552.80 

2,174,168,

592.74 

2,172,608,

305.48 
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476,148.1

0 

18,065,087.

21 

16,905,595.

16 

-126.48

% 

-9,812,210

.26 

40,342,687

.33 

37,341,45

9.92 
-12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136,750.9

7 

2,552,367.8

2 

2,410,913.2

0 
71.58% 

-35,763,03

0.99 

11,540,390

.45 

11,368,34

4.11 
-414.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8,269,409.

77 

85,818,712.

01 

85,818,712.

01 

-156.25

% 

73,261,074

.52 

294,260,48

3.69 

294,260,4

83.69 
-75.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 0.030 0.030 
-133.33

% 
-0.020 0.070 0.060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 0.030 0.030 
-133.33

% 
-0.020 0.070 0.060 -1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3% 0.92% 0.86% -1.09% -0.49% 2.03% 1.88% -2.3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出具的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0]156 号），该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中指出卓翼科技公司“收入成本核算不规范”和“政府补助财务处理不正确”。公司收

到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受影响的

以前年度的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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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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5,2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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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35,953.3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94,1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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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5,569.8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607,009.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5,160,045.5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04,558.20  

合计 25,950,820.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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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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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传武 境内自然人 16.87% 97,317,172 0 
质押 95,753,930 

冻结 97,317,172 

陈方方 境内自然人 3.95% 22,806,025 0   

深圳市上元星晖

电子产业股权投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 9,963,949 0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资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 

林秋璇 境内自然人 0.78% 4,525,000 0   

深圳市中科祥瑞

资本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8% 4,475,097 0   

上海通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通

怡青柠私募基金 

其他 0.65% 3,750,000 0   

王荣安 境内自然人 0.62% 3,600,200 0 质押 3,551,700 

上海通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通

怡金牛 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3,400,000 0   

王杏才 境内自然人 0.52% 3,000,000 0   

唐建柏 境内自然人 0.51% 2,93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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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传武 97,317,172 人民币普通股 97,317,172 

陈方方 22,806,025 人民币普通股 22,806,025 

深圳市上元星晖电子产业股权投

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9,963,949 人民币普通股 9,963,949 

林秋璇 4,5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25,000 

深圳市中科祥瑞资本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475,097 人民币普通股 4,475,097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

怡青柠私募基金 
3,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50,000 

王荣安 3,600,2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200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

怡金牛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0,000 

王杏才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唐建柏 2,931,500 人民币普通股 2,931,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夏传武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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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陈方方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2,806,025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0 股；股东林秋璇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525,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0 股；股东王荣安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8,5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3,551,700 股；股东唐建柏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272,600 股,通过普通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 658,900 股。 

以上股东中，股东陈方方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较报告期初增加了 4,687,826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较报告期初减少了 100,000 股；股东林秋璇通过信用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较报告期初增加了 2,325,000 股；股东王荣安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较报告期初减少了 3,503,2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较报告期初增加了

3,551,700 股；股东唐建柏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较报告期初增加了 2,272,600 股，

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较报告期初增加了 658,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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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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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9月30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26,645,332.17     541,191,563.00  -39.64% 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及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少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        2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票据背书转让所致。 

预付款项      4,139,564.89       1,400,670.64  195.54% 主要系本期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           108,017.04  -100.00% 主要系本期无应收利息。 

存货    169,610,586.87     278,479,279.98  -39.09% 主要系本期原材料储备下降、在产品

及发出商品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125,333.08      14,619,445.33  -51.26%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留抵税额减少所

致。 

长期股权投资      4,599,131.87       3,407,670.85  34.96% 主要系本期参股公司盈利较多所致。 

应付账款    615,777,258.21     989,433,818.24  -37.76% 主要系本期原材料采购额减少，应付

货款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         8,706,534.66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

货款在合同负债科目核算所致。 

其他应付款     95,179,006.16      69,534,632.12  36.88% 主要系本期计提客供物料损耗较多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06,860,535.57      74,080,000.00  44.25% 主要系将一年内需支付的融资租赁

借款重分类至该科目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0,263.65         -89,598.88  122.62% 主要系本期参股公司其他综合收益

增加所致。 

2、2020年1-9月利润表项目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149,319,474.38     113,830,950.73  31.18% 主要系本期管理人员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8,427,110.99      15,111,683.10  88.11% 主要系本期融资租赁业务未确认融

资费用摊销所致。 

其他收益     34,785,422.04       9,035,567.77  284.98%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较多所致。 

投资收益        129,737.50      12,404,806.34  -98.95% 主要系上期处置参股公司股权收益

较多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485,307.33      20,749,785.00  -145.71% 主要系参股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326,064.33         525,184.50  342.90% 主要系前期坏账准备转回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114,730.17        -862,261.86  -261.23% 主要系本期计提存货跌价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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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收益     -4,653,974.90      -3,200,674.23  -45.41% 主要系本期处置闲置设备较多所致。 

营业利润    -29,041,778.15      38,515,307.01  -175.40% 主要系本期管理费用增加、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8,688,462.34       1,725,038.89  403.67% 主要系本期往来款清理较多所致。 

营业外支出      1,637,184.92       2,389,904.19  -31.50%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报废较少所致。 

利润总额    -21,990,500.73      37,850,441.71  -158.10% 主要系本期管理费用增加、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8,103,938.67       2,735,331.67  -396.27% 主要系本期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增

加所致。 

净利润    -13,886,562.06      35,115,110.04  -139.55% 主要系本期管理费用增加、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减少所致。 

3、2020年1-9月现金流量表项目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781,522,569.11     494,943,121.46  57.90% 主要系本期支付职工工资较多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9,473,988.91      93,514,840.89  38.45% 主要系本期缴纳契税、增值税较多所

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95,593,050.91     121,278,992.97  61.28% 主要系本期支付房租水电费及仪器

设备租赁费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3,261,074.52     294,260,483.69  -75.10% 主要系本期支付职工工资较多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        11,94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期收到参股公司部分股权

转让款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168,241.50       1,575,000.00  -89.32% 主要系上期收到参股公司分红款较

多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12,431,780.10      22,084,691.41  -43.71% 主要系上期收到固定资产处置款较

多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12,600,021.60      35,599,691.41  -64.61% 主要系上期收到参股公司部分股权

转让款、上期收到固定资产处置款较

多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2,417,610.44    -119,353,105.47  -44.46%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出较多及上期收到参

股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款、上期收到固

定资产处置款较多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140,000,000.00     428,865,951.98  -67.36%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借款较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252,292,470.44     556,417,659.51  -54.66%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借款较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176,400,000.00     374,547,452.79  -52.90% 主要系本期偿还的借款较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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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345,744,198.18     609,057,509.89  -43.23% 主要系本期偿还的借款较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3,451,727.74     -52,639,850.38  -77.53%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借款较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96,639.59       2,148,967.50  -76.89%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产生的收益较

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92,111,624.07     124,416,495.34  -254.41% 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较少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296,125,259.68     479,214,474.76  -38.21% 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较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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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2020年1月8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换届相关议案，完成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进一步推动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和优化，确保董事会

及监事会对经营管理层的有效监督。（注1） 

2、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事宜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新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77,450股，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魏代英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44,375

股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99,675股、136,094股。 

2020年7月17日，陈新民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99,675 股，至此，陈新民先生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

毕。 

2020年8月31日，魏代英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5,400股，至此，魏代英女士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注2）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冻结 

2020年4月27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传武先生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97,317,172股被冻结，当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注3） 

4、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销户完成 

2020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实施“创新支持平台项目”及“机器人项目”，并将上述项目

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0年6月，公司已将所有募集资金账户的余额（含利息）全部转入公司及全资子/孙公司一般账户进行管理使用，并办

理完成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注4） 

5、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0年5月，公司与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有

利于三方整合和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在智能穿戴设备研发、生产及制造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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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非公开发行股份 

2020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议案，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73,372,011股股票（含本数），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总数的30%，拟募集资金不超

过12.2亿元。 

2020年9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度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对发行股份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用途等进行了调整。此事项并经公司于2020年9

月30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注6） 

7、变更总经理 

2020年7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基于战略发展需要以

及后续经营安排，公司董事会拟对总经理任职人员进行调整，同意公司聘任萧维周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一职，负责公司的运

营及管理工作。（注7） 

8、完成清理资金占用事项 

2020年7月13日，深创谷使用自有资金偿还了对公司的资金占用本金及利息250,020.86美元及181,177.25元人民币，按7

月13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6.9965折算，共计人民币1,930,448.20元。至此，深创谷对公司的资金占用已全部清偿完毕。（注8） 

9、收到深圳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及相关整改报告 

公司于2020年9月9日收到深圳证监局出具的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0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证监局对公司

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的议案》，公司根据深圳证监局的要求进行整改，并形成整改报告。公司将持续强化规范

运作意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注9） 

10、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2020年9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韩继玲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第二事务部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同意袁雄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负责集团研发中心及部

分全资子公司运营等工作。（注10） 

11、变更董事会秘书、董事 

2020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鉴于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魏代英女士已辞去相关

职务，公司聘任杨栋先生为董事会秘书，选举杨栋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秘书非独立董事，选举董事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注11）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注 1）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2020 年 01 月 09 日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001、2020-002、2020-003 

（注 2）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事宜 

2020 年 04 月 03 日、2020 年 07

月 18日、2020年 07月 29日、2020

年 09 月 02 日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016、2020-058、

2020-059、2020-068 

（注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冻

结 
2020 年 04 月 28 日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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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及销户完成 

2020 年 04 月 30 日、2020 年 06

月 08 日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020、2020-021、2020-049 

（注 5）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0 年 05 月 06 日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034 

（注 6）非公开发行股份 
2020 年 05 月 22 日、2020 年 09

月 15 日、2020 年 10 月 09 日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037、2020-038、

2020-039、2020-040、2020-041、2020-042、

2020-043、2020-044、2020-045、2020-070、

2020-071、2020-072、2020-073、2020-074、

2020-075、2020-076、2020-077、2020-078、

2020-079、2020-080、2020-081、2020-082、

2020-085 

（注 7）变更总经理 2020 年 07 月 15 日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051、2020-054 

（注 8）完成清理资金占用事项 2020 年 07 月 16 日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055 

（注 9）收到深圳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及相关整改报告 

2020 年 09 月 10 日、2020 年 10

月 14 日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069、2020-087、

2020-088、2020-089、2020-090、2020-091 

（注 10）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 09 月 15 日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070、2020-083 

（注 11）变更董事会秘书、董事 2020 年 10 月 14 日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公告编号：2020-087、20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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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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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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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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萧维周  

                                                                                   二○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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