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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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胡作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美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龙小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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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4,576,876,384.33

4,217,598,912.18

8.52%

862,327,612.61

890,073,806.71

-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815,839,610.55

27.82%

2,650,325,479.78

28.24%

-29,931,618.76

62.07%

-25,950,545.03

82.62%

-50,529,440.15

39.20%

-81,523,101.89

50.19%

-39,690,727.34

-278.71%

66,639,021.32

-36.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61.90%

-0.07

82.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61.90%

-0.07

82.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1%

4.33%

-2.96%

1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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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本期处置子公司银宝压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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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94,764.48 40%股权以及剩余股权按照公
允价值计量产生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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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81,7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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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1,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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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91,4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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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9,242,932.7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10,690.28

合计

55,572,556.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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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278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邦信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深圳市宝山鑫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国有法人

35.74%

136,266,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50%

97,200,000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0

0 质押

肖燕丽

境内自然人

0.52%

1,965,004

0

葛志德

境内自然人

0.33%

1,256,500

0

黄福胜

境内自然人

0.26%

1,000,000

750,000

胡作寰

境内自然人

0.26%

1,000,000

750,000

UBS AG

境外法人

0.26%

992,036

0

#陆翠屏

境内自然人

0.18%

701,800

0

其他

0.18%

683,400

0

境内自然人

0.16%

627,700

0

19,800,000

招商基金－建设
银行－招商信诺
人寿－招商基金
－招商信诺量化
多策略委托投资
资产
#陈金平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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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数量

136,2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266,000

97,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7,200,000

肖燕丽

1,965,004 人民币普通股

1,965,004

葛志德

1,256,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6,500

深圳市宝山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UBS AG

992,036 其他

992,036

#陆翠屏

701,800 人民币普通股

701,800

683,400 人民币普通股

683,400

#陈金平

627,700 人民币普通股

627,700

#孔叶梅

6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614,200

474,406 人民币普通股

474,406

招商基金－建设银行－招商信诺
人寿－招商基金－招商信诺量化
多策略委托投资资产

兴业证券－兴业－兴业证券金麒
麟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邦信资产、宝山鑫之间及其与公司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且非一致行动人。胡作寰持

说明

有宝山鑫 61.23%股权，黄福胜持有宝山鑫 35.25%股权。
公司股东陆翠屏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股份 684,800 股；公司股东陈金平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况说明（如有）

户持有公司股份 377,700 股；公司股东孔叶梅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1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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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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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衍生金融资产

期末余额
1,446,576.04

期初余额
2,139,391.64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32.38% 汇率波动，引起远期结售汇、
货币掉期损益变动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771,924,710.54

526,052,645.30

49,476,274.86

76,576,189.43

46.74% 销售增加
-35.39% 主要本期收到搬迁市政工程
搬迁补偿3609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

10,431,374.07

7,819,551.32

33.40% 主要是参股公司天津市利普
银宝模塑科技有限公司由成
本法转权益法核算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95,758,196.58

68,747,756.53

39.29% 投资增加及公允价值变动

143,090,257.49

47,789,159.90

199.42% 主要是本报告期广东银宝项

产
在建工程

目建设增加
短期借款

1,325,747,333.53

1,010,369,613.37

应交税费

13,362,332.11

7,108,867.28

31.21% 融资需求增加
87.97% 部分公司报告期末增值税增
加

其他综合收益

-3,097,628.68

-1,301,979.61

-137.92% 主要是合并境外子公司报表
的本币折算差额所致

利润表项目
税金及附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6,659,206.21

4,439,575.62

财务费用

25,398,290.94

12,385,836.16

信用减值损失

-2,748,507.99

3,021,223.46

资产减值损失

-5,728,013.71

-14,984,386.06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50.00% 销售增加
105.06% 汇率变动汇兑损失同比增加
-190.97% 销售增加，应收账款增加
-61.77% 产品毛利率有所上升，存货计
提减值减少

其他收益

12,306,648.30

5,516,446.3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704,840.28

453,671.45

123.09% 政府补助增加
2480.03% 本公司投资嘉兴珺文银宝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
主要投资于阿尔特汽车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300825）公允
价值发生变动

资产处置收益

-415,083.69

106,193.89

-490.87%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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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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三季度期间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1.2020年8月8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合并事宜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2），天津中银所持公
司股份已过户至邦信资产，邦信资产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2020年8月22日，公司披露《关于选举龙小秋女士为公司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1），该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2020年9月18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4），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4.2020年9月25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5.2020年9月26日，公司披露《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6），具体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6.2020年7月14日，公司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SILVER BASIS (VIETNAM) CO,LTD（简称“越南银宝），注册资本4,650,000,000
越南盾，该事项在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7.2020年9月16日，公司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银宝山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该事项在公司总经理审
批权限范围内，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8. 原控股孙公司天津市银宝山新中拓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拓”）股东长春中拓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春中拓”）将其持有的天津中拓39.2%股权有偿转让给股东北京可利普紧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可利普”），公
司控股子公司天津银宝山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科技”）放弃对该部分股权行使受让权，天津科技持有天津中拓
40.8%的股份比例不变，天津中拓由控股公司转为参股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变更事项在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不构成
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2020年7月15日，天津中拓公司名称变更为天津市利普银宝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重要事项概述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07 月 06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20-057

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07 月 18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20-059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回复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08 月 01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20-060
详见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2020 年 08 月 06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20-068

关于补选监事的公告；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合

2020 年 08 月 08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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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事宜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公告

2020-070、2020-069、2020-072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
关于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
情况说明的公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详见巨潮资讯网

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相关主
体承诺（修订稿）的公告；第四届董事 2020 年 08 月 14 日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四届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0-075、2020-077、2020-078、2020-073、
2020-074、2020-079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回复的修订公告
关于选举龙小秋女士为公司监事的公

详见巨潮资讯网

告；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 2020 年 08 月 22 日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议公告

2020-081、2020-080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
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08 月 31 日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0-082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通过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09 月 08 日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0-083
详见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2020 年 09 月 18 日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0-084
详见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2020 年 09 月 25 日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0-085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09 月 26 日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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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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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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353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于2015年12月14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3,178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10.72元。
本公司共募集资金340,681,6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41,305,220.77元，募集资金净额299,376,379.23元。截止2015年12月18日，
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以“大华验字[2015]001280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截止2020
年9月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299,376,379.23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人民币204,605,300.00元；于2015年12月2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0.00元；于2016年度
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299,279.23元；于2017年度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7,983,082.00元；于2018年度会计期
间使用募集资金24,285,956.71 元；于2019年度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4,093,267.86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5,109,493.43元。
截止2020年9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0元。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1)、精密模具自动化专线及精密结构件生产项目
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精密模具自动化专线及精密结构件生产项目”已实施完毕，为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364.42万元（其中项目结余320.21万元，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结余44.21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该募投项目已于2020年8
月5日完成专户销户。
（2)、大型复杂精密模具扩产项目
公司于2020年8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大型复杂精密模具扩产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大型复杂精密模具扩产项目”已实
施完毕，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17.24万元（其中项目结余0.00万元，利息收入扣
除手续费结余17.24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巨潮资讯网《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80）。
（3)、大型复杂精密模具关键技术及工艺研发项目
公司于2020年8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大型复杂精密模具关键技术及工艺
研发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大型复杂精密模
具关键技术及工艺研发项目”已实施完毕，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52.01万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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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项目资金结余40.72万元，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用结余11.29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巨潮资讯网《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80）。该募投项目已于2020年9月23日完成专户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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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论的主要内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容及提供的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料
国信证券、长城
证券、财达证
券、深圳创富兆

深圳市银宝山
2020 年 09 月 18 新科技股份有
日

限公司总部会
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业金融管理有
限公司、华福证
券、翼虎投资、

公司生产经营

详见巨潮资讯网

情况及发展战

（www.cninfo.com.cn）

略等

2020 年 9 月 21 日公告

深圳诚诺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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