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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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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罗玉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毅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

新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805,530,352.87 1,926,418,217.18 -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5,088,724.27 621,173,258.37 5.4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640,425.16 42,869,901.60 347.0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839,876,483.90 818,831,906.39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443,322.03 -95,992,273.7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99,747.78 -107,874,286.2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3 -12.17 增加 18.20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4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47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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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99,027.92 2,876,209.8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9,912,431.30 28,757,197.4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86,934.6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96,067.12 410,775.3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2,720.6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0,263.62  

合计 11,907,526.34 33,143,574.2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5,36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宁波圣龙（集团）有限公司 122,698,500 60.7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宁波禹舜商贸有限公司 10,294,100 5.1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宁波圣达尔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000,000 3.96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罗力成 5,147,100 2.55  无  境内自然人 

陈雅卿 3,860,300 1.91  无  境内自然人 

王伟 619,300 0.31  未知  未知 

何小春 476,136 0.24  未知  未知 

张文昌 459,900 0.23 262,800 无  境内自然人 

步海建 356,300 0.18  未知  未知 

涂寒剑 353,100 0.17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宁波圣龙（集团）有限公司 122,69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698,500 

宁波禹舜商贸有限公司 10,294,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9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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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圣达尔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罗力成 5,147,100 人民币普通股 5,147,100 

陈雅卿 3,860,300 人民币普通股 3,860,300 

王伟 619,300 人民币普通股 619,300 

何小春 476,136 人民币普通股 476,136 

步海建 356,300 人民币普通股 356,300 

涂寒剑 353,100 人民币普通股 353,100 

佛山市合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合丰稳健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294,300 

人民币普通股 

294,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陈雅卿与罗力成分别持有宁波圣龙（集团）有限公司 25%和 35%的股

权；宁波禹舜商贸有限公司系宁波圣龙（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陈雅卿系宁波圣达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委派代表；陈雅卿与罗力成为母子关系。除上述股东外，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

产 
 75,000,000.00  -75,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没有募集

资金理财所致 

应收票据 17,261,738.48 5,764,600.00 11,497,138.48 199.44 主要系客户采用承兑汇票回款上升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8,358,041.02 32,467,626.99 -14,109,585.97 -43.46 
主要系预期背书、贴现、质押的银行承兑

汇票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730,690.24 515,858.04 214,832.20 41.65 主要系员工预支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524,832.39 27,940,985.15 -16,416,152.76 -58.75 主要系留抵增值税退税所致 

短期借款 461,306,617.09 709,979,516.16 -248,672,899.07 -35.03 主要系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124,546,165.65 46,986,550.48 77,559,615.17 165.07 
主要系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供应商货款

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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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项 21,670,143.59 292,395.84 21,377,747.75 7,311.24 主要系政府预付湖州的土地收储款项所致 

其他应付款 6,226,978.42 9,203,444.49 -2,976,466.07 -32.34 主要系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9,483,810.80 14,683,810.80 14,800,000.00 100.79 
主要系浙商银行应收链平台融资金额增加

所致 

预计负债 700,000.00 2,095,980.62 -1,395,980.62 -66.60 
主要系部分预计负债终止确认，转入应付

账款所致 

库存股 1,918,590.00 7,557,510.00 -5,638,920.00 -74.61 主要系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62,462.01 473,561.42 -211,099.41 -44.58 主要系外币报表折算差异所致 

未分配利润 99,841,341.97 61,398,019.94 38,443,322.03 62.61 主要系本年利润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8,404,580.26 -8,404,580.26 不适用 主要系收购少数股东股权所致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税金及附加 3,885,549.55 2,333,140.84 1,552,408.71 66.54 
主要系美国 SLW 公司财产税从主营业务成

本中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所致 

其他收益 28,819,918.07 10,923,576.79 17,896,341.28 163.83 
主要系美国 SLW 公司 PPP 贷款预计可豁免

部分确认为政府补助所致 

投资收益 43,996,047.44 23,331,684.26 20,664,363.18 88.57 主要系参股公司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73,479.19 -1,686,207.09 1,959,686.28 不适用 主要系应收账款余额较同年年初下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9,823,164.49 -64,402,409.05 54,579,244.56 不适用 
主要系长期资产本期末无重大资产减值迹

象，未计提减值损失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876,209.85 12,252.83 2,863,957.02 23,373.84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86,307.76 103,729.53 982,578.23 947.25 主要系清理长期未支付的应付账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675,532.43 474,380.44 201,151.99 42.40 主要系营业外支出项目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451,736.56 9,284,567.03 -8,832,830.47 -95.13 主要系上年同期递延所得税资产转回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1,640,425.16 42,869,901.60 148,770,523.56 347.03 

主要系承兑支付供应商货款上升致本期材

料采购现金支出减少以及费用控制相关支

出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495,366.84 -21,438,176.16 56,933,543.00 不适用 

主要系收到湖州土地收储款项以及参股公

司分红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2,434,683.48 -59,596,156.90 -222,838,526.58 不适用 主要系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738,085.11 2,212,996.16 -1,474,911.05 -66.65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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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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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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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下一报告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实现扭亏为盈并

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原因系产品毛利大幅改善、投资收益增加以及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公司名称 
宁波圣龙汽车动力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罗玉龙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OLE_LINK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