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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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振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郁琼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郁琼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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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171,384.70 824,160,765.49 -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49,985,724.28 715,299,643.00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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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21,846.03 10,183,705.37 2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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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18,760.49 98,289,447.47 -4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823,137.03 20,224,411.04 -5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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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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3,160.51 12,491,127.96 -120.9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5 3.11 减少 1.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2 0.05 -6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3 0.05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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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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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78.81 5,031,157.62 
收到的政府补助和稳岗

补贴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

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40,000.00 -37,837.44 支付给客户的现金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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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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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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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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9,260.38 8,421,147.51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利

息收入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

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40,000.00 
单项计提减值的应收账

款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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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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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372,275.88 -2,018,170.15  

合计 2,109,563.31 11,436,29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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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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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振华 232,485,540 41.3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庆华 53,669,952 9.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国平 27,875,988 4.9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宿凤琴 11,010,308 1.9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彦文 7,822,108 1.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白哲松 5,715,808 1.0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冯鹰 4,112,840 0.7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杜哲 3,396,900 0.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其 2,388,382 0.4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胡庚 2,315,169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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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振华 232,485,540 人民币普通股 232,485,540 

陈庆华 53,669,952 人民币普通股 53,669,952 

刘国平 27,875,988 人民币普通股 27,875,988 

宿凤琴 11,010,308 人民币普通股 11,010,308 

王彦文 7,822,108 人民币普通股 7,822,108 

白哲松 5,715,808 人民币普通股 5,715,808 

冯鹰 4,112,840 人民币普通股 4,112,840 

杜哲 3,396,900 人民币普通股 3,396,900 

杨其 2,388,382 人民币普通股 2,388,382 

胡庚 2,315,169 人民币普通股 2,315,1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陈振华，陈庆华系陈振华之弟，刘国平系

陈振华之妹夫，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控股股东与

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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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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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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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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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的原因分析 

报表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82,672,023.67 452,625,273.09 -59.64 报告期内，购买交易性金融资产，导致货币资金减少。 

交易性金融资产 264,444,429.05  不适用 报告期内购买交易性金额资产所致。 

预付款项 359,251.23 927,618.02 -61.27 报告期末，预付货款金额减少。 

其他应收款 502,451.48 883,457.11 -43.13 
报告期内，收回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债转股兑付预付款，影

响其他应收款金额减少。 

在建工程 1,243,978.16 864,282.90 43.94 报告期内，装修工程金额增加，导致在建工程金额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339,030.75 2,018,454.45 -83.20 
报告期内，云总线车联网服务平台项目预付的工程款项减少，导致其他

非流动资产金额减少。 

应付票据 5,721,187.83 9,172,887.83 -37.63 
报告期内，销售额下滑，采购量减少，由此导致应付票据金额大幅度减

少。 

预收款项 447,141.22 97,681.16 357.76 报告期内，预收的货款金额增加。 

应交税费 308,954.43 1,860,028.12 -83.39 
2020年3季度较2019年4季度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减少，影响企业增值税、

所得税减少，导致应交税费金额减少。 

应付债券  73,283,623.58 -100.00 报告期内可转债全部赎回。 

其他权益工具  28,852,553.66 -100.00 报告期内可转债全部赎回。 

未分配利润 40,494,975.23 77,019,131.80 -47.72 报告期内，分配红利，导致未分配利润金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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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的原因分析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4,218,760.49 98,289,447.47 -44.84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客车市场需求下滑影响，销售收入减少。 

营业成本 33,415,347.10 50,996,365.70 -34.48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减少影响营业成本减少。 

销售费用 7,743,719.19 13,460,477.30 -42.47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销售人员外出减少，与其相关的人员及差旅费

金额减少，导致销售费用金额减少。 

管理费用 5,141,972.14 7,728,726.10 -33.47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一系列措施控制费用支出，导致管理费用减少。 

财务费用 4,767,864.06 8,802,303.85 -45.83 报告期内，可转换公司债券产生的利息费用减少，导致财务费用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094,429.05 4,531,341.72 -53.78 
报告期内，未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金额减少，计提利息减少，导致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减少。 

投资收益 6,326,718.46 4,260,429.87 48.50 报告期内，赎回银行理财产品金额增加，导致投资收益金额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2,976,291.89  不适用 
报告期内，坏账准备由“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调至“信用减值损失”科

目且金额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51,716.87 1,321,814.71 -103.91 
报告期内，坏账准备由“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调至“信用减值损失”科

目且金额减少。 

营业利润 10,013,437.80 23,688,340.96 -57.73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客车市场需求下滑影响，营业利润减少。 

利润总额 10,013,437.80 23,688,552.59 -57.73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客车市场需求下滑影响，利润总额减少。 

所得税费用 1,190,300.77 3,464,141.55 -65.64 报告期内，实现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影响所得税费用减少。 

净利润 8,823,137.03 20,224,411.04 -56.37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客车市场需求下滑影响，净利润减少。 

基本每股收益 0.02 0.05 -60.00 报告期内净利润减少，股本总额增加，导致基本每股收益减少。 

稀释每股收益 0.03 0.05 -40.00 报告期内净利润减少，股本总额增加，导致稀释每股收益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收到的税费返还 1,908,531.52 6,568,945.60 -70.95 报告期内，收到的软件退税金额减少。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6,113,171.47 4,091,349.84 49.42 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增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24,751,342.63 39,112,407.78 -36.72 报告期内，受销售订单减少影响，采购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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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15,435,185.90 24,892,247.85 -37.99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订单减少，员工出勤率降低，影响支

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减少 

支付的各项税费 5,204,386.23 15,548,032.12 -66.53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上年同期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减少，

影响支付的各项税费金额减少。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0,400,922.56 15,158,331.89 -31.38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公司的各项费用支出减少。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890,138,191.43 301,100,000.00 195.63 报告期内，到期赎回的银行理财产品金额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5,725,806.73 4,385,048.87 30.58 报告期内，到期赎回的银行理财产品金额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2,495,742.79 25,220,589.57 -90.10 
2019年末公司汽车CAN总线控制系统产能扩建项目已结项，报告期内本项

目金额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1,151,700,000.00 441,100,000.00 161.10 报告期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金额增加。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52,343,350.82 36,851,745.13 42.04 

报告期内，分配的红利金额增加及可转债赎回，影响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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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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自2020年6月22日至2020年8月4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至少有二十个交易日收盘价

格不低于“威帝转债”当期转股价格（3.99元/股）的130%，根据《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赎回条款。公司于2020

年8月4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

回“威帝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威帝转债”全部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0年8月28日）收市后，累计已有面值193,715,000

元“威帝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43,914,890股，其

中自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8月28日期间，累计转股数量为22,402,405股。根据上述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和提前赎回结果，公司注册资本增加2,240.2405万元，注册资本由53,967.7402万元人

民币变更为56,207.9807万元人民币；公司股份增加2,240.2405万股，公司股份总数由53,967.7402

万股变更为56,207.9807万股。 

如按照股本变动前总股数53,967.7402万股计算，2020年1-9月的基本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

分别为0.02元、1.26元；如按照股本变动后的新股本56,207.9807万股计算，2020年1-9月的基本

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分别为0.02元、1.33元，可转债提前赎回对基本每股收益影响不大，致使

每股净资产增加。 

2020年9月15日，公司收到公司股东陈振华、陈庆华、刘国平（以下简称“出让方”）的通知，

其与丽水久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丽水久有基金”）签署《股份转

让协议》、《承诺函》及《表决权放弃协议》、《表决权放弃承诺函》，合计拟转让公司21.43%

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同时出让方陈振华放弃其持有上市公司26.02%股份所对应的表

决权，陈庆华放弃其持有上市公司3.42%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以上内容详见2020年9月16日披露

的《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股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52）。 

2020年9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

以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

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020年9月23日，公司收到《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实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参与收购上市公司事宜的批复》（丽经开函〔2020〕37号），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原则同意丽水久有基金与出让方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振华及其他两

位股东陈庆华、刘国平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放弃协议》、《表决权放弃承诺函》和

《承诺函》，收购陈振华、陈庆华、刘国平合计持有的公司21.43%股份，并自《股份转让协议》

所述标的股份转让完成之日起，股东陈振华、陈庆华承诺无条件且永久不可撤销地放弃行使所持

合计上市公司股份165,481,807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29.44%）所对应的表决权，以上内容详

见2020年9月24日披露的《关于股东股份协议转让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54）。 

2020年10月9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确认表》（上证股

转确字[2020]第183号）。股东陈振华、陈庆华、刘国平在办理上述股份转让过程中由于有十一国

庆及中秋假期，影响了股份转让的办理进度。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股东陈振华、陈庆华、刘国平

正在办理限售股个人所得税缴纳工作，以上内容详见2020年10月22日披露的《关于股东股份协议

转让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将由

陈振华变更为丽水久有基金，实际控制人将由陈振华变更为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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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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振华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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