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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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光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晨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倩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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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050,324.18

2,634,026,583.76

-6.60%

1,673,420,473.64

2,013,455,909.20

-1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111,251,368.76

-19.74%

310,061,106.80

-29.22%

-96,801,395.60

-117.34%

-276,789,340.59

-142.90%

-31,142,155.09

-106.54%

-60,171,773.09

-367.89%

-2,988,468.25

79.54%

-72,297,821.73

1.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09

-117.35%

-0.3742

-142.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09

-117.35%

-0.3742

-142.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7%

-37.58%

-14.76%

-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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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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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4,9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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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1,8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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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690,08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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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所得税影响额

759,289.08
-42,866,69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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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9.90

合计

-216,617,567.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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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8,384

0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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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的股份数量

徐玉锁

境内自然人

20.30%

150,172,513

陈光珠

境内自然人

4.71%

34,866,728

26,150,046

陈长安

境内自然人

2.36%

17,482,760

0

其他

1.37%

10,123,753

0

－孝泽－全景 8 号私募证券投资 其他

1.23%

9,100,000

0

其他

0.55%

4,041,200

0

－孝泽－全景 18 号私募证券投 其他

0.45%

3,300,000

0

国有法人

0.44%

3,228,8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1%

3,042,125

0

刘存香

境内自然人

0.30%

2,182,500

0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股份状态

0 质押

数量
122,640,000

孝泽（杭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上海呈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呈瑞和兴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孝泽（杭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基金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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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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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徐玉锁

150,172,513 人民币普通股

150,172,513

陈长安

17,482,760 人民币普通股

17,482,760

10,123,753 人民币普通股

10,123,753

9,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0,000

8,716,682 人民币普通股

8,716,682

4,041,200 人民币普通股

4,041,200

3,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2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3,228,8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42,125 人民币普通股

3,042,125

刘存香

2,182,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2,500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孝泽（杭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孝
泽－全景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陈光珠
上海呈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呈瑞和
兴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孝泽（杭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孝
泽－全景 1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徐玉锁先生和陈光珠女士为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孝泽（杭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孝泽－全景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100,000 股。
公司股东上海呈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呈瑞和兴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188,100 股，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户持有 3,853,100 股。
公司股东孝泽（杭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孝泽－全景 1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
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300,000 股。
公司股东刘存香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8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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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主要原因系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河南思维自
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3508，
以下简称“思维列控”）股权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额资
产

671,495,070.00

964,532,092.04 -293,037,022.04

-30.38%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受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
思维列控 2020 年9 月 30 日的股价较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下跌，导致公司公允价值变动
损失较大。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回转让昆山远望

其他应收款

45,160,972.43

174,987,646.35 -129,826,673.92

-74.19% 谷物联网产业园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转让款
尾款。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生产物料及设备采购预

预付账款

30,099,760.69

长期股权投资

350,779,971.72

123,258,115.79 227,521,855.93

153,975,961.34

113,657,585.16

40,318,376.18

应收款项融资

5,992,758.67

9,283,313.65

-3,290,554.98

开发支出

18,880,688.71

13,424,699.25

5,455,989.46

短期借款

324,855,580.85

232,706,207.80

92,149,373.05

39.60%

长期借款

213,834,441.34

56,037,182.37 157,797,258.97

281.59%

应付账款

54,365,962.57

84,128,311.14 -29,762,348.57

-35.38%

合同负债

41,016,942.88

27,524,410.46

15,389,505.80

14,710,254.89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95.59%

付款增加所致。

184.59%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股权投资增加所致。
35.47%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股权投资增加所致。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客户以银行承兑汇票结
-35.45%

算减少所致。

40.6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经营需要筹划
银行贷款增加。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经营需要筹划
银行贷款增加。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预付款结算增加，应付采
购款减少所致。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预收客户款项增加

13,492,532.42

49.02%

所致。
主要原因系2019年公司权益工具投资确认和
计量的核算方式发生变化，将交易性金融资产

递延所得税负
债

95,566,331.71

138,785,303.38 -43,218,971.67

-31.14% 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18号——所得税》的有关规定，计入递
延所得税费用科目，同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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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报告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减少，导
致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进行股份回购所致。
库存股

（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披露的《关于股
79,981,175.22

9,998,497.44

69,982,677.78

699.93%

份回购期届满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3）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

上期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额

变动原因

变动比率

主要原因一：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
司部分业务订单有所延迟，导致前三季度业绩
营业收入

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310,061,106.80

438,041,885.55 -127,980,778.75

-29.22%

主要原因二：2019年11月公司完成了昆山远望
谷物联网产业园有限公司100%股权的交割，
不再将其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税金及附加

3,157,269.08

10,988,177.46

-7,830,908.38

财务费用

24,808,307.63

17,475,169.98

7,333,137.65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经营需要筹划
41.96%

银行贷款增加，导致利息费用增加。
主要原因受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思维列控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71.27% 主要原因系公司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274,673,468.04

- -274,673,468.04

-100.00% 2020 年9 月 30 日的股价较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下跌，导致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较大。
主要原因一：报告期内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

投资收益

投资减少所致。
8,858,189.30

832,194,951.66 -823,336,762.36

-98.94%

主要原因二：上年同期公司权益工具投资确认
和计量的核算方式发生变化产生的收益较大。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回转让昆山远望

信用减值损
失

16,225,706.79

1,693,042.14

14,532,664.65

858.38% 谷物联网产业园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转让款
尾款。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

营业外收入

4,632,451.99

所得税费用

-45,682,570.24

3,417,685.70

1,214,766.29

35.54%

146,458,058.44 -192,140,628.68

-131.19%

期增加。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递延所得税费用变动
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

上期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额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变动原因

变动比率
无重大变化

-72,297,821.73

-73,722,261.97

1,424,440.24

1.93%

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

-181,432,567.83

187,975,042.28 -369,407,610.11

-196.52% 主要原因一：报告期内公司对深圳市英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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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现金流

有限公司投资，支付投资款1.5亿元。

量净额

主要原因二：报告期内公司对深圳市高新投远
望谷物联网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市高新投远望谷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注资，合计支付7,950万元。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经营需要筹划
211,879,409.89

-143,315,393.83 355,194,803.72

247.84% 银行贷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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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进展情况
1、2020年3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由于市场及融资环境发生了变化，公司在综合评估宏观政策、市场环境、融资成本和融资期限等因素后，决定终止本次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工作，选择其他融资方式。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披露的《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6，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2、2020年3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向高新投提供反担保抵押及保
证金质押的议案》。公司基于顺利推进公司非公开发行债券事项，向高新投提供反担保抵押及保证金质押。但在综合评估宏
观政策、市场环境、融资成本和融资期限等因素后，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工作。鉴于此，公司将终止向高新投
提供反担保抵押及保证金质押。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披露的《关于终止向高新投提供反担保抵押及保证金质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二）与高新投融资担保公司签订《反担保抵押合同》
2020年3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高新投融资担保公司签订<反担保
抵押合同>的议案》。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公司结合自身具体情况以及外部市场环境
等因素，拟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或其下属分支机构申请银行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9 亿元。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将为不超过人民币 2.2 亿元银行授信额度下签署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向建设银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详情请
参见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披露的《关于与高新投融资担保公司签订<反担保抵押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
（三）会计政策变更
2020年1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财政部于2017
年7月5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对
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1月11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
（四）购买昆山远望谷产业园房产事宜
2020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昆山远望谷产业园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向昆山远望谷购买其在昆山产业园建设的工业厂房。本次公司购买的厂房建筑为昆山远望谷产业园F栋和G栋，
本次购买标的厂房的交易金额约为1.3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比例为6.45%。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
日披露的《关于购买昆山远望谷产业园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1，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本事项已经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关于注销产业投资基金
为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高公司整体资金利用效率，保障投资者利益，经公司审慎考虑，决定注销深圳勤智物联网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勤智物联基金”）。截止目前，勤智物联基金尚未开展实际业务。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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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0日披露的《关于注销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六）关于设立香港子公司的说明
2020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香港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为实现国际
子公司集约式管理，建立专业化的运营体制，最终实现压缩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提高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在中国
香港新设立了全资子公司远望谷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拟注册资金为 1,000.00 元港币。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
日披露的《关于设立香港子公司的议案》（公告编号：2020-052，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七）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020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细则>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议案。2020 年 9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及《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细则>（修订稿）的议
案》。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9月4日披露的《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管理细则修订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5，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八）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2020 年 8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公司拟对
深圳市英唐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5亿元进行增资扩股，以满足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需要。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8
月14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2，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公

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

2020 年 03 月 20 日

告》
（公告编号：2020-026）
，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

关于终止向高新投提供反担保抵押及保
证金质押的公告

关于与高新投融资担保公司签订<反担
保抵押合同>的公告

会计政策变更

关于购买昆山远望谷产业园房产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关于终止向高新投提供反担保抵押及
2020 年 03 月 20 日

保证金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27）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关于与高新投融资担保公司签订<反

2020 年 03 月 20 日

担保抵押合同>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29）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01 月 11 日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20-006）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关于购买昆山远望谷产业园房产暨关

2020 年 04 月 28 日

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1）
，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关于注销产业投资基金

2020 年 04 月 10 日

关于设立香港子公司的说明

2020 年 04 月 28 日

《关于注销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20-036）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关于设立香港子公司的议案》
（公告编
号：2020-052）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管理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020 年 09 月 04 日

细则修订说明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85）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2020 年 08 月 14 日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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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2019年股份回购计划
1、经公司董事长提议，公司于2019 年 1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等议案。
2、2019 年 1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方案》。为严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对《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作出修订，并审议
通过了《关于修订<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方案>的议案》。本议案经2019年2月15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之内。
3、此次股份回购计划实施期限于2020年2月14日届满，截至2020年2月14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
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364,2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8%。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2月18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
期届满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二）2020年股份回购计划
1、经公司董事长提议，公司于2020 年2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
分股份方案>的议案》
。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2月22日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6，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2、截至 2020年9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8,759,461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18%；回购股份最高成交价为8.2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4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69,982,677.78元（不含手续费）。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期届满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3，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
综上所述，公司按照2020年股份回购计划回购股份数为 8,759,461 股，按照2019年股份回购计划回购股份数为 1,364,292
股，两期回购股份合计为 10,123,75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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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保证不自营或者通过他人经营任何与远
关于同业竞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陈光珠; 争、关联交
资时所作承诺

望谷公司现从事的超高频 RFID 技术开发
及超高频 RFID 产品的生产、销售业务有 2007 年 01

徐玉锁 易、资金占用 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业务。亦不会投资于 月 20 日
方面的承诺

正常履行
9999-12-31

中

其他公司经营任何与远望谷有竞争或可
能有竞争的业务。如违反该承诺，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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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给远望谷公司造成的所有损失。
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因公司上市前所享
徐玉锁 其他承诺

受的税收优惠而被税务机关要求补缴税

2007 年 04

款的，将自行承担应补缴的税款，并承担 月 09 日

正常履行
9999-12-31

中

公司由此遭受的一切损失。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本期公
证券品 证券代 证券简 最初投 会计计 期初账 允价值
种

码

称

资成本 量模式 面价值 变动损
益

境内外
股票

思维列
603508

控

合计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0.00

0.00

公允价 964,532
值计量

--

,092.04

964,532
,092.04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本期购 本期出 报告期 期末账 会计核 资金来
买金额 售金额

损益

面价值 算科目

源

动
交易性

-274,67
3,468.0

0.00

0.00

4
-274,67
3,468.0
4

0.00

0.00

19,186, 823,064 671,495
618.14

.14 ,070.00

19,186, 823,064 671,495
618.14

.14 ,070.00

金融资 不适用
产

--

--

2019 年 10 月 23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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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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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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自有资金

合计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8,000

3,000

0

8,000

3,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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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2020 年 09 月 30 日

2020 年 05 月 18 日

接待地点

深交所互动易

同花顺网上路演互动
平台

接待

接待对

方式

象类型

其他

其他

个人

个人

接待对象

个人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公司业绩、股东人
数等问题
2019 年度业绩网
上说明会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互动
平台，报告期内共 100 个提
问，回复率 100%。
https://board.10jqka.com.cn/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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