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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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金越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伟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孙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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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83,744,382.90 1,717,401,439.55 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24,604,797.18 905,730,224.38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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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13,016.26 5.96% 699,669,816.86 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9,311,892.44 194.53% 16,741,988.12 12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23,734.65 96.64% -3,912,731.07 94.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83,495,345.09 383.01% 155,786,008.76 5,038.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5 194.91% 0.0368 126.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5 194.91% 0.0368 126.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 199.02% 1.83% 1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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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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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4,404.9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030,524.69  

债务重组损益 5,000,00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57,7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381,340.77 
其中预收款罚没收入

7,507,435.54 元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4,026.56 个税手续费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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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72,570.18  

合计 20,654,719.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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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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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功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16% 141,809,800  

质押 141,800,000 

冻结 141,809,800 

孙建江 境内自然人 5.38% 24,508,170  
质押 24,500,000 

冻结 24,500,000 

浙江省科技评估

和成果转化中心

（原名：浙江省

科技开发中心） 

国有法人 1.65% 7,500,000    

邵志明 境内自然人 1.39% 6,307,400  质押 6,300,000 

张毅 境内自然人 0.63% 2,877,711    

杨华 境内自然人 0.61% 2,756,400    

余青麦 境内自然人 0.56% 2,542,800    

陈燕萍 境内自然人 0.54% 2,440,200    

林荣 境内自然人 0.41% 1,865,800    

郑清清 境内自然人 0.40% 1,83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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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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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141,80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809,800 

孙建江 24,508,170 人民币普通股 24,508,170 

浙江省科技评估和成果转化中心

（原名：浙江省科技开发中心） 
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 

邵志明 6,307,400 人民币普通股 6,307,400 

张毅 2,877,711 人民币普通股 2,877,711 

杨华 2,756,4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6,400 

余青麦 2,542,8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2,800 

陈燕萍 2,440,200 人民币普通股 2,440,200 

林荣 1,86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865,800 

郑清清 1,83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0,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精功集团有限公司、孙建江、邵志明存在关联关系，其中，股东精功集团

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金良顺先生与股东孙建江先生系表兄弟关系且孙建江先生在精

功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局执行主席、执行总裁。股东邵志明先生在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担任董事。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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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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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比年初增长136.55%，主要是报告期内货款回收增加较多等所致； 

2、报告期末预付账款比年初增长57.02%，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碳纤维装备所需材料的采购付款等所致； 

3、报告期末合同负债及预收账款比年初增长较多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司收到客户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等的合

同预付款增加较多所致； 

4、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26.20%，实现扭亏为盈，主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精功机器人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开发生产的口罩机系列产品因疫情因素的影响而市场需求大幅增长，使得公司报告期经营业绩同比增长较

多。同时，公司2020年1-9月非经常性损益包括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968.44万元、债务重组损益500万元和预收款罚没收

入750.74万元等，合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为2,065.47万元。上述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对公司报告期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扭亏为盈的影响也较大。 

5、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5038.59%，主要是报告期内货款回收增加较多等所致； 

6、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62.35%，主要是报告期增加银行理财产品额度、上年公司收

回部分投资等所致； 

7、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34.83%，主要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精功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增加银行贷款2,990万元以及上年同期公司银行借款减少等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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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融资租赁业务进展事宜 

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调增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业务额度的议案》、《关于调整继续为公

司产品销售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余值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上海金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聚

租赁”)、浙江汇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租赁”)等租赁公司合作，采取向客户提供

融资租赁的模式销售公司的成熟优势产品，并就提供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回购担保余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

4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含4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40,000万元），在此额度内发生的

具体担保事项，公司授权由董事长负责审批并具体负责签署相关协议及合同，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有效期分别

为自批准之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2019年12月31日止、2022年12月10日止。 

上述事项分别详见刊登于2015年12月5日、2017年6月17日、2019年12月11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2015-077、2017-038、2019-077的公司公告。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为客户通过融资租赁购买设备的担保余额为11,537.95万元。其中：通过上海金聚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办理的融资租赁担保余额为4,160.07万元；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协议转给上海金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融资租

赁担保余额为5,113.93万元；通过浙江汇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办理的融资租赁担保余额为2,263.96万元。 

    （1）关于光伏装备融资租赁业务 

      在不超过上述审议通过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回购担保余值总额下，公司与山东大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海新能源”）开展了以下光伏装备融资租赁业务： 

     1）2015年和2016年，公司与华融租赁、大海新能源先后签订了四份《租赁物买卖合同》，华融租赁向公司购买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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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0万元的太阳能多晶硅铸锭炉，并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给大海新能源。同时，公司与华融租赁签订《回购担保协议》及

《风险金协议》，公司向华融租赁共支付风险金2,312万元，用于冲抵大海新能源逾期支付的租金、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项，

并为大海新能源履行融资租赁业务而形成的债务提供回购余值担保。 

2019年8月20日，公司收到金聚租赁的《通知书》，《通知书》告知：华融租赁与金聚租赁于2019年1月4日签订了《协

议书》，约定自《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华融租赁将《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相关权益全部转让给金聚租赁。2019年8月20日，

公司与华融租赁、金聚租赁签署了《光伏装备融资租赁业务之备忘录》，备忘录签署生效后，原精功科技应向华融租赁履行

的相关义务（即为精功科技与华融租赁就前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所关联签署的《回购担保协议》、《风险金协议》中精

功科技所需履行的义务）均由精功科技向金聚租赁履行，华融租赁不再享有《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相关权益。 

2）2016年9月9日，公司与金聚租赁、大海新能源签订《租赁物买卖合同》，金聚租赁向公司购买金额为7,514万元的太

阳能多晶硅铸锭炉及剖锭机，并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给大海新能源。同时，公司与金聚租赁签订《回购担保协议》及《风险

金协议》，公司向金聚租赁支付风险保证金1,502.80万元，用于冲抵大海新能源逾期支付的租金、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项，

并为大海新能源履行融资租赁业务而形成的债务提供回购余值担保。 

 上述《租赁物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大海新能源控股股东山东大海集团有限公司（包括旗下

大海新能源等57家公司，以下简称“大海集团”）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东营市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破产重整并被依法裁定受理。受此影响，大海新能源自2018年开始未能按《租赁物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按

期支付租金。截至2020年6月30日，大海新能源对华融租赁融资租赁项目剩余未支付租金5,113.93万元，对金聚租赁融资租赁

项目剩余未支付租金4,160.07万元，两个项目剩余未支付租金合计9,274万元，均已逾期。公司除已支付风险保证金3,814.80

万元外，代为偿付租金及追加保证金5,336.33万元。 

2019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光伏装备融资租赁客户破产重整偿债方

案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申报的并经山东大海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十七家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认定的2,632.06万

元普通债权超过10万元的债权部分，按《山东大海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十七家公司合并重整计划（草案）》提出的普通债权清

偿方案二的方式处理（现金清偿+未获现金清偿部分36%选择信托计划）。即：债权本金中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的部分

按照100%的清偿率一次性现金清偿，清偿时间与普通债权主债权本金超过10万元的债权部分一致；普通债权本金中超过10

万元的部分，按照普通债权主债权本金金额10%的比例在 2019年12月31日前以现金清偿；未获清偿部分按照36%的比例选

择信托计划Ⅰ，实质通过以资抵债方式实现债权的综合受偿，其余未获清偿部分的债权，债务人不再清偿。另外，金聚租赁

经与公司沟通后，对其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优先债权）之外的普通债权超过10万元的债权部分，也同样选择上述方案二的

清偿方式（现金清偿+未获现金清偿部分36%选择信托计划）。2019年12月4日，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山东

大海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十七家公司合并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山东大海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十七家

公司的重整程序。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公司申报并经管理人确认的债权现金清偿部分已执行完毕，公司已收到

管理人支付的光伏装备融资租赁项目普通债权现金清偿款273.21万元。公司光伏装备融资租赁业务合作租赁公司——上海金

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报的债权现金清偿事项尚待执行。以信托计划债转股清偿部分尚未收到管理人信托计划方案，尚不能

确定公司以资抵债方式实现债权的综合受偿情况。 

截至2020年9月30日，根据《重整计划》及公司、金聚租赁选择的债务清偿方案，公司结合逾期未支付的租金总额9,274

万元及《重整计划》实施预计可获得的现金清偿金额5,918.95万元，对剩余已支付的风险保证金、代为偿付的租金及追加保

证金合计9,274.00万元计提坏账准备3,355.05万元。 

上述事项分别详见刊登于2016年6月2日、2016年9月28日、2019年8月22日、2019年11月26日、2019年12月7日、2020年1

月15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2016-043、2016-065、2019-037、2019-072、2019-075、

2020-002的公司公告及相关定期报告。 

（2）关于轻纺专用装备融资租赁业务 

2017年8月，公司与浙江汇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铁门关市星宇信达纺织有限公司签订《租赁物买卖合同》，浙江汇金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公司购买总额为3,519.20万元的转杯纺纱机等设备，并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给铁门关市星宇信达纺织有

限公司。2019年8月，公司与浙江汇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补充协议》，恢复《租赁物买卖合同》及相关协议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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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通过浙江汇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办理的上述融资租赁项目担保余额为2,263.96万元，应收浙江

汇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租赁保证金余额为490.34万元，包括合同约定10%比例的保证金351.92万元以及因铁门关市星宇信达

纺织有限公司个别月份租金逾期而追加支付的保证金138.42万元。 

2、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及破产重整事项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精功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141,809,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16%；其所持有公司股份全部被司法

轮候冻结，前述股份冻结的原因主要系精功集团因太合汇投资管理（昆山）有限公司、苏州太合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定向债

务融资工具的债务纠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绍兴骏联家纺有限公司银行贷款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及精功集团在华

夏银行杭州分行银行融资产生欠息等原因所引起，前述事项均与公司无关联。 

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和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妥善解决债务问题，精功集团依照《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规定，

结合自身资产重整价值及负债、经营等情况，于2019年9月6日向柯桥法院提出重整申请。2019年9月17日，精功集团收到绍

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柯桥法院”）【2019】浙0603破申26号的《民事裁定书》，柯桥法院依法裁定受理对精功集

团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根据法律程序指定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2020年8月14日，柯桥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对精功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精功控股有限公司、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绍兴精诚物流有限公司、绍兴紫薇化纤有限公司、绍兴远征化纤有限公司、绍兴柯城轻纺

原料有限公司、绍兴精汇投资有限公司等九公司进行合并重整。目前，精功集团处于司法重整阶段，其破产重整能否成功尚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上述事项分别详见刊登于2019年4月13日、2019年5月8日、2019年8月9日、2019年9月7日、2019年9月18日、2019年9月

19日、2019年11月8日、2019年11月22日、2020年3月17日、2020年8月22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编号为2019-017、

2019-024、2019-034、2019-044、2019-046、2019-047、2019-061、2019-070、2020-013、2020-049的公司公告。 

3、关于司法竞拍取得山西泽州农村商业银行股权事宜 

      公司因与晋城市硕阳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阳光电”）、王志强买卖合同纠纷，于2016年8月向绍兴市柯桥区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柯桥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11月14日，柯桥法院做出（2016）浙0603民初81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硕阳

光电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精功科技支付货款506.8万元及利息，并由王志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硕阳光电与王志

强未按判决书履行付款义务，2017年3月7日，公司向柯桥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2017）浙0603执1467号）王志强所持

有的山西泽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泽州农商行”）300.30万股股权。 

2018年12月18日，柯桥法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强制执行裁定书，依法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进行网络司

法拍卖王志强所持有的山西泽州农商行300.30万股股权。前述股权网络司法竞拍一拍流拍后，公司参与了二次司法竞拍，利

用自有资金最终以人民币3,018,268元竞得上述股权。报告期内，公司已收到山西泽州农商行的股金证，并收到柯桥法院执行

款3,018,268元用于冲抵硕阳光电应付精功科技前述货款。2020年3月17日，公司办理完成了上述股权在山西股权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的确权登记手续。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2019年8月14日、2020年3月19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编号为2019-035、2020-015的公司

公告。 

       4、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 

      2019年8月27日，绍兴众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富控股”）因在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

下简称“长城资产”）融资需要，持股5.385%的公司股东孙建江以持有的2,450万股精功科技股份为众富控股前述融资提供质

押担保。后因该笔融资出现逾期，长城资产遂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孙建江质押担保的2,450万股精功科技股

份进行司法冻结。前述冻结事项与公司无关联，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直接的重大不利影响。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2019年8月28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编号为2019-042的公司公告。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前述股份尚处于司法冻结状态。 

       5、关于与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签署大丝束碳纤维成套生产线（3号线）销售事项 

      2020年4月2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签署产品销售合

同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签署《大丝束碳纤维成套生产线销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183,000,000.00元（含税，大写：壹亿捌仟叁佰万元整）。2020年4月21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

议案。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吉林精功3号线正在整线负载试车中，公司仅收到吉林精功碳纤维支付的定金1,000万元，仍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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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到期应付的14,555万元进度款（含应支付9,980万元的进度款和4,575万元的安装款）。本期公司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

4,166.89万元（不含税），累计确认收入11,857.75万元（不含税）。 

      上述事项详见刊登于2020年4月3日、2020年4月22日、2020年7月1日、2020年9月4日、2020年10月9日的《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2020-019、2020-021、2020-032、2020-042、2020-051、2020-056的公司

公告。 

       6、关于与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碳化线装置购销合同》销售事项 

       2020年6月3日，公司中标《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高性能碳纤维碳化生产线扩建项目》（项目招标编号为

JLCTTC-20YQTHW1018）所需采购的碳纤维生产线，项目预估金额为3.70亿元。2020年6月12日，公司与招标委托方吉林市

国兴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碳化线装置购销合同》，合同在具体约定一期价值3.70亿元的3条碳纤维生产线的交

货期限、付款进度等内容的同时，还预订了二期2条碳纤维生产线。一、二期合计金额6.80亿元（含税）。其中，一期金额

3.70亿元（含税），将于合同生效后380日完工；二期金额3.10亿元（含税），工期待定，预计启动时间在2021年7月以后，

以交易对方通知为准。合同约定，合同经双方盖章后成立，自公司收到预付款到帐之日起生效。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

收到交易对方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一期碳纤维生产线项目首期预付款6,000万元，剩余5,100万元预付款仍未

收到,合同生效条件尚未成就，后续合同何时生效及执行仍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事项分别详见刊登于2020年6月3日、2020年6月13日、2020年7月4日、2020年9月4日、2020年10月10日的《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2020-040、2020-041、2020-044、2020-050、2020-057的公司公告。 

      7、浙江华宇电气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2019年1月17日，公司参股公司华宇电气因资不抵债、无力偿付到期债务，向越城区法院申请破产重整。越城区法院于

2019年1月28日裁定受理了华宇电气破产重整申请，并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2019]浙0602破4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

批准债务人华宇电气的重整计划和终止债务人华宇电气的重整程序。2020年1月，根据破产重整计划，华宇电气已由重整投

资人完成了相关工商备案、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绍兴市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6007539942810 的《营业执照》，完成了工商变更，公司不再持有华宇电气任何股权。 

      上述事项详见 2019 年 1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7 日、 2020 年 1 月 4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2019-002、2019-076、2020-001的公司公告及相关定期报告。 

8、绍兴柯桥精功进出口有限公司注销事项 

公司全资子公司绍兴柯桥精功进出口有限公司自2005年7月15日成立以来，由于一直未能成功打开市场而处于亏损状态，

近几年已无实质性经营业务活动，因此，在不影响公司整体工作开展的基础上，公司从精简组织结构、优化资源配置、降低

经营管理成本等方面考虑，于2020年8月14日办理完毕了精功进出口公司的工商注销。本次注销，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

和盈利水平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注销完成后，精功进出口公司将不再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财务数据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上述事项详见2020年8月1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2020-045的公司公

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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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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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1,800 -- 2,500 -12,101.32 增长 114.87% -- 120.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5 -- 0.0549 -0.2659 增长 114.86% -- 120.65% 

业绩预告的说明 

    1、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精功机器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开发生产的口罩机系列产品

因疫情因素的影响而市场需求大幅增长，使得公司报告期经营业绩同比增长较多。 

    2、公司 2020 年 1-9 月非经常性损益包括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968.44 万元、债务重

组损益 500 万元和预收款罚没收入 750.74 万元等，合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性损益

净额为 2,065.47 万元。上述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对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预计同

比扭亏为盈的影响较大。 

    3、公司特别提示 

    2019 年 12 月 4 日，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了包括公司光伏装备融资租赁

客户山东大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在内的山东大海集团等 57 家企业的《山东大海集团有限公

司等五十七家公司合并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

到其管理人支付的光伏装备融资租赁项目普通债权现金清偿款 273.21 万元。根据《重整计划》

的规定，公司申报并经管理人确认的债权现金清偿部分已执行完毕，公司光伏装备融资租赁

业务合作租赁公司——上海金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报的债权现金清偿事项尚待执行。以信

托计划债转股清偿部分尚未收到管理人信托计划方案，尚不能确定公司以资抵债方式实现债

权的综合受偿情况。 

    上述《重整计划》可能存在无法继续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如《重整计划》无法

继续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及时重新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并根据测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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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及时做出增加坏账准备金计提等相应的会计处理。经与公司年审注册会计师沟通，如《重

整计划》无法继续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则上海金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报的债权现金清偿

计划金额 5,645.74 万元最终未能支付或只能部分支付以及债转股方案最终未能实施或只能部

分实施，则公司将对未能收到的部分相应增加坏账准备金的计提，由此将相应降低公司的经

营业绩。 

2020 年度业绩预测尚不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合同订立公司方

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名

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度 

本期及累计确认

的销售收入金额 

应收账款回款

情况 

浙江精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吉林精功碳纤维

有限公司 

合同约定，公司

向吉林精功碳纤

维销售大丝束碳

纤维成套生产线

1 套。  

18300 万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

日，公司已完成大

丝束碳纤维成套

生产线的整线安

装工作，正在整线

负载试车中。 

11857.75 万元 

截至本报告披

露日，公司仅收

到吉林精功碳

纤维有限公司

支付的定金

1,000 万元，仍

未收到到期应

付的 14,555 万

元进度款（含应

支付 9,980 万元

的进度款和

4,575 万元的安

装款）。 

浙江精功科技股

份有限 

吉林市国兴新材

料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合同约定，公司

向吉林市国兴新

材料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提供 5 条

碳纤维生产线。 

68000 万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

日，公司已收到交

易对方吉林市国

兴新材料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一期

碳纤维生产线项

目首期预付款

6,000 万元，剩余

5,100 万元预付款

仍未收到,合同生

效条件尚未成就。 

0 
合同生效条件

尚未成就。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 30%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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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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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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金越顺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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