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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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白彦春

董事

因公出差

李锋

徐卫波

董事

因公出差

应华江

公司负责人肖荣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金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曹金霞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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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

13,937,494,504.23

14,156,415,878.09

-1.55%

5,863,341,933.41

5,912,543,312.51

-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上年度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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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9,550,450.23

-28.28%

5,134,550,612.95

-20.88%

36,314,683.78

223.08%

-49,201,379.10

-219.08%

-20,589,835.13

62.08%

-215,238,618.07

-57.25%

-307,411,037.16

-905.03%

-286,340,542.15

57.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7

233.82%

-0.0308

-221.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7

233.82%

-0.0308

-221.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1%

0.42%

-0.8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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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9,7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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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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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说明

其中：政府搬迁补助
191,369,147.21
-1,811,622.58

180,160,220.67 元
职工安置补偿金

-27,620,919.66
799,117.56
166,037,238.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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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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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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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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8.48% 455,296,184

北京北明伟业控股有限公司

12.37% 197,680,257

林芝腾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件的股份数量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8% 42,847,1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 19,296,80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3% 16,545,579

深圳市神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5% 13,516,670

李锋

境内自然人

0.84% 13,501,955

11,941,540

应华江

境内自然人

0.84% 13,404,094

11,253,072

严道平

境内自然人

0.37%

5,845,492

神华期货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3%

5,352,684

北京万峰嘉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168,000,000

质押

75,670,000

冻结

2,860,000

冻结

430,792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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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55,296,184 人民币普通股

455,296,184

北京北明伟业控股有限公司

197,680,257 人民币普通股

197,680,257

林芝腾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847,100 人民币普通股

42,847,100

北京万峰嘉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9,296,802 人民币普通股

19,296,80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208,517 人民币普通股

17,208,517

深圳市神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516,670 人民币普通股

13,516,670

严道平

5,845,492 人民币普通股

5,845,492

神华期货有限公司

5,352,684 人民币普通股

5,352,684

唐建柏

5,010,089 人民币普通股

5,01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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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

4,964,105 人民币普通股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964,105

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
系。北京万峰嘉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北明软件公司员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股。北京北明伟业控股有限公司、李锋与应华江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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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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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35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0.88%。主要是纺织主业受疫情影响显著，下游客户订单
需求因此缩减，公司主要产品产销量两降，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36.72%，而软件主业伴随国内疫情好转，抓住市场需求
“报复性”增长的机会，一方面积极与客户推进现有商机的落地，一方面加快订单的实施进度，促进项目的完结验收，实现
收入较上年增长3.03%。1-9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49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19.08%，主要是纺织主
业第三季度业绩表现虽较前两个季度出现明显改善，但仍未能消化掉前期疫情带来的影响实现扭亏，而软件主业在销售收入
增长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内部管理，控制各项成本费用，盈利能力有所提升，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0.5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19.62%。
2020 年第三季度（7-9 月）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36亿元，较 2019 年同期增长223.08 %，相较 2020
年上半年，表现出良好的恢复增长趋势。2020 年第四季度，公司纺织主业将抓住市场回暖的机会，抢客户、保订单、保交
付，软件主业继续做好相关经营管理工作，推动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具体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32.98%，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采购货款、项目建设款、偿付到期票据及融资租赁款所致。
2、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57.08%，主要系公司前期收到的承兑汇票在本期承兑或背书转让所致。
3、应收账款较年初减少35.22%，主要系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部分应收款项计入合同资产所致。
4、合同资产较年初增加85,814万元，主要系本期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部分应收款项计入合同资产所致。
5、长期应收款较年初增加53.67%，主要系本期公司舞钢智慧城市项目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6、无形资产较年初增加61.45%，主要系本期公司正定园区土地使用权增加，以及部分研发项目达到预定用途转入无形
资产所致。
7、开发支出较年初减少37.72%，主要系本期公司法律风险智能评估系统、诉讼保全等项目达到预定用途转入无形资产
所致。
8、应付票据较年初减少62.15%，主要系本期应付票据到期结算所致。
9、应付账款较年初减少36.76%，主要系公司子公司北明软件支付采购货款所致。
10、预收账款较年初减少37,874万元，主要系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将构成履约义务的预收款计入合同负债所致。
11、合同负债较年初增加51,709万元，主要系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将构成履约义务的预收款计入合同负债所致。
12、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47.10%，主要系本期公司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所致。
1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38.72%，主要系本期公司偿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所致。
14、长期借款较年初增加119.26%，主要系本期公司为改善负债结构及项目建设需要，增加长期借款所致。。
15、长期应付款较年初减少64.30%，主要系本期公司偿还融资租赁款所致。
16、递延收益较年初增加179.60%，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原第五分公司厂区土地补偿金所致。
17、少数股东权益较年初减少141.85%，主要系本期公司北明数科、枫调理顺、全面智能等控股子公司亏损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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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105.82%，主要系本期公司软件板块研发项目数量及投入增加所致。
2、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641万元，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河北银行分红所致。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428万元，主要系本期公司确认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所致。
4、资产处置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535万元，主要系本期公司处置设备实现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5、营业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172.97%，主要系受疫情影响，纺织板块出现亏损所致。
6、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加2,802万元，主要系公司纺织板块因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停工损失2,603万元所致。
7、利润总额、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分别减少225.25%、302.13%，主要系本期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减少，营业外支出同比增
加所致。
8、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66.58%，主要系本期公司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9、少数股东损益较去年同期减少246.25%，主要系本期北明数科、枫调理顺、全面智能等控股子公司亏损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57.28%，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的土地补偿金较上年同期增加7亿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125.98%，主要系公司本期取得借款增加所致。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去年同期增加49.29%，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的土地补偿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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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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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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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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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
资操作方
名称

关联 是否关
关系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投资初 起始日 终止日 期初投
始投资

有限公司

无

否

无

否

03 月 27 06 月 28

期

日

日

广州分行
0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未涉诉

期（如有)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金额

金额

金额

投资 司报告期 实际损

（如

金额 末净资产 益金额
比例

107.9

89.58

-18.32

318.78

268.2

-50.58

426.68

357.78

日

03 月 27 06 月 28

期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内购入 内售出

2020 年 2024 年

货币掉

合计

资金额

报告期 报告期 值准备 期末 金额占公 报告期

2020 年 2024 年

利率掉

大华银行
有限公司

期

期末投资

有）

广州分行

（中国）

期

金额

大华银行
（中国）

计提减

衍生品

日
--

--

0

0

0.00%

-68.9

2019 年 07 月 06 日

不适用

（一）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在汇率、利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若合约约定掉期汇率和掉期
利率劣于实时汇率和利率时，将造成汇兑损失。
2、流动性风险。公司开展的本次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性质简单，均对应正常合理
的外币债务，与还款时间相匹配，不会对公司的流动性造成影响。
3、履约风险。公司本次外汇衍生品交易对手为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行，该行信用良好且与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往来，履约风险低。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4、其它风险。在开展交易时，如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操作
或未能充分理解衍生品信息，将带来操作风险；如交易合同条款不明确，将可能面临
法律风险。
（二）风险管理措施
1、公司开展的本次外汇衍生品交易以减少汇率、利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为目的，
选择结构简单、风险可控的金融衍生工具开展交易，禁止任何风险投机行为。
2、公司已制定《衍生品投资管理制度》
，对外汇衍生品交易的操作原则、审批权
限、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内部操作流程、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 理程序、信息
披露等作了明确规定，控制交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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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将审慎审查与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的合约条款，严格
执行相关制度，以防范法律风险。
4、公司外汇业务相关人员将持续跟踪外汇衍生品公开市场价格或公允价值变动，
及时评估外汇衍生品交易的风险敞口变化情况，如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授权高管，
提示风险并执行应急措施。
5、公司审计部门定期对外汇衍生品交易进行合规性内部审计。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公司对报告期内衍生品损益情况进行了确认，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428.23 万元，
公允价值计算以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出具的估值报告作为确定依据。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不适用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公司就云数据中心项目向大华银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申请以美元或港币借款，为
防范并降低外汇汇率及利率波动带来的风险，锁定融资成本，公司与大华银行（中国）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开展外汇衍生品投资业务。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易业务，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相关审议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在
本次董事会批准额度范围内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5 年 7 月，公司完成向北京北明伟业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工作，募集资金总额
人民币54,870 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30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54,570万元。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募集资金运用承诺使用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投资、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偿还银
行借款等。截至 2019 年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户均已销户。
公司使用17,863.63万元募集资金建设的常山云数据中心项目一期工程中的机房楼和动力楼于2019年底结转固定资产并
投入使用，由于从招商到与客户签约及客户服务器上架至通电需要经过一定过程，2020 年1-9月机房楼产能规模尚未完全释
放，公司后期会加大市场推广，逐步实现产能规模与经济效益；其余软件研发楼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
故经济效益尚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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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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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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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