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证券代码：002975                               证券简称：博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0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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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兆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彩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吴奇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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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704,284,918.18 741,090,424.64 12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11,608,273.24 534,302,746.35 145.48%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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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651,519,397.07 158.90% 1,080,737,421.19 6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22,101,853.49 273.48% 306,741,641.59 13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15,157,041.62 265.76% 295,414,132.97 129.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23,820,750.00 144.34% 132,253,046.76 8.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0 180.70% 2.24 76.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0 180.70% 2.24 76.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23% 6.04% 26.91%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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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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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8,393.9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887,129.5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4,626.3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28,788.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9,062.43  

合计 11,327,508.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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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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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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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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兆春 境内自然人 23.32% 32,400,000 32,400,000 -- -- 

付林 境内自然人 17.49% 24,300,000 24,300,000 -- -- 

成君 境内自然人 11.66% 16,200,000 16,200,000 -- -- 

陈均 境内自然人 5.83% 8,100,000 8,100,000 -- -- 

曾宪之 境内自然人 3.24% 4,500,000 4,500,000 -- -- 

王凯 境内自然人 3.24% 4,500,000 4,500,000 -- -- 

浙江衢州利佰嘉

慧金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3.02% 4,200,000 4,200,000 -- -- 

珠海横琴博航投

资咨询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88% 4,000,000 4,000,000 -- -- 

珠海横琴博展投

资咨询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16% 3,000,000 3,000,000 -- -- 

珠海横琴博望投

资咨询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16% 3,000,000 3,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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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南方高增长股票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540,076 人民币普通股 54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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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鸿智 295,1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100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270,3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300 

法国兴业银行 21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100 

姚维荣 15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200 

浙江臻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臻

远宏观对冲一号证券私募投资基

金 

146,4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400 

李楠 146,3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300 

瀚川投资管理（珠海）有限公司－

瀚川一号私募投资基金 
130,4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400 

蒋毅 11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200 

马得好 10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兆春、付林、成君三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三人为一致行动

人，王兆春为珠海横琴博航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横琴博展投资咨询企业（有

限合伙）、珠海横琴博望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通过前述合伙

企业合计间接持有公司股数 402.17 万股，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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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元） 

2019年12月31日

（元） 
增减变动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260,305,097.54  71,843,959.93  262.32% 主要系收到募集资金及销售回款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287,260,000.00  71,275,000.00  303.03% 主要系购买结构性存款所致。 

应收票据 33,547,988.26  5,277,190.66  535.72% 主要系收入增长，货款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517,877,618.75  233,642,170.75  121.65% 主要系收入增长所致。 

预付款项 15,511,214.64  8,107,172.89  91.33% 主要系公司预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167,002.35  5,843,744.80  91.09% 主要系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存货 238,142,553.16  169,038,187.63  40.88% 主要系销售订单增加，备货库存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3,960,047.83  3,345,503.75  1811.82% 主要系购买七天通知存款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76,173,042.47  18,250,007.57  317.39% 主要系新增投资参股公司所致。 

在建工程 89,370,914.12  41,590,004.90  114.89% 主要系公司自动化产业园建设工程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045,126.52  5,073,298.05  98.00% 主要系应纳税额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 19,104,607.30  -100.00% 主要系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237,717,353.81  87,252,969.36  172.45% 主要系采购物料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1,525,140.90  2,679,281.59  330.16% 主要系销售设备预收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39,521,088.09  8,493,751.86  365.30% 主要系应缴纳的所得税增加所致。 

股本 138,933,400.00  52,100,000.00  166.67% 主要系发行新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资本公积 686,802,102.06  251,176,502.06  173.43% 主要系发行新股溢价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4,080,346.01  -2,201,255.31  -85.36% 主要系汇率波动影响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6,776,756.80  8,029,901.62  108.93% 主要系非全资子公司盈利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元） 

上年同期 

（元） 
增减变动 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1,080,737,421.19  657,126,299.85  64.46% 主要系销售订单增长，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491,924,210.91  333,986,954.54  47.29%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结转成本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61,999,973.85  38,676,890.90  60.30% 
主要系管理人员薪酬调整及中介机构费用增加

所致。 

财务费用    9,562,779.68  -6,627,694.52  244.29% 主要系汇率波动影响所致。 

其他收益 16,912,581.25    3,822,153.19  342.49% 主要系政府补助及软件退税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035,164.45    1,306,357.83  132.34%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8,169,237.99  -2,315,585.59  -684.65%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长，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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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8,521,844.80  -3,275,139.95  -160.20% 主要系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9,221.93    3,379,703.44  -99.43% 
主要系与生产经营无直接关系的政府补助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支出       343,330.02  75,200.66  356.55% 主要系年初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捐款所致。 

所得税费用 43,195,175.48  14,083,291.79  206.71% 主要系净利润增加，应缴纳所得税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06,741,641.59  132,750,491.79  131.07% 主要系前三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元） 

上年同期 

（元） 
增减变动 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2,253,046.76  121,745,358.54  8.63% 主要系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91,775,870.48  -37,110,992.27  -955.69%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55,160,088.59  -38,405,402.30  1285.15% 主要系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6,911,625.66  1,276,633.92  -641.39% 主要系汇率波动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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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以 3,221.25

万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购买三位非关联自然人合计持有的

珠海鼎泰芯源晶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泰芯源”）10.310%

的股权，和购买非关联法人持有的鼎泰芯源 2.575%的股权。

交易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鼎泰芯源 12.885%的股权 

2020 年 08 月 27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购

买珠海鼎泰芯源晶体有限公司 12.885%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

2020-052） 

公司与鼎泰芯源三位非关联自然人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20 年 09 月 26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购

买珠海鼎泰芯源晶体有限公司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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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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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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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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73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0〕69号）

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736.67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4.6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60,088.78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7,842.88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52,245.90万元。 

截止2020年09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21,484.05万元，募集资金余额31,215.78万元（含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及增值

部分，其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余额12,014.78万元（包含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入220.89万元和理财收益233.17万元），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19,201.00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 
预计年化 

收益率 
产品期限 

1 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步步高”

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7,269.00 2.0-2.85% 

2020 年 04 月 01 日- 

待定 

2 广发银行 
广发银行“薪加薪 16 号”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7,932.00 1.5-3.44% 

2020 年 04 月 01 日- 

2020 年 10 月 16 日 

3 广发银行 
广发银行“薪加薪 16 号”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00 1.5-3.19% 

2020 年 05 月 11 日- 

2020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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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投项目名称 

是否变更项

目（含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金额 

调整后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1） 

2020年1-9月投

入金额 

截至2020年9月

30日累计投入金

额（2） 

投资进度（3）=

（2）/（1） 

1 
自动化测试设备建设

项目 
否 23,877.92 23,877.92 6,707.83 6,707.83 28.09% 

2 
自动化组装设备建设

项目 
否 7,694.81 7,694.81 1,847.04 1,847.04 24.00% 

3 研发中心项目 否 8,673.17 8,673.17 929.18 929.18 10.71% 

4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100.00% 

5 合计 -- 52,245.90 52,245.90 21,484.05 21,484.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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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9,434.26 15,734.26 0.0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32,000.00 19,201.00 0.00 

合计 61,434.26 34,935.26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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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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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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 

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7 月 15 日 
公司展厅及

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华西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宝盈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华美国际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每年的营业收入占比

情况，不同业务领域的情况

说明等。 

详见 2020 年 07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珠海博杰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编

号：2020-004） 

2020 年 09 月 01 日 
公司会议室

（腾讯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南方

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长信

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等 

公司上半年度经营业绩情

况、业务情况以及公司的竞

争优势介绍等。 

详见 2020 年 09 月 01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珠海博杰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编

号：2020-005）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兆春 

2020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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