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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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郑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永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永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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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5,052,211.19 2,359,633,191.81 1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19,892,514.26 2,079,882,811.94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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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64,927.42 -21,304,957.8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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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0,516,296.96 800,168,359.54 4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0,098,485.59 237,316,035.75 3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7,175,262.32 224,326,828.02 36.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3 15.12 减少 0.8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8 1.19 15.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8 1.19 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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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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28.31 -133,099.8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

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3,672,693.24 4,220,6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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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7,425.39 9,589,982.8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98,397.28 2,626,788.1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54,900.00 -1,065,662.50 

公司捐款支出 100

万元用于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防治 

小计 7,457,687.60 15,238,622.08  

所得税影响额 -1,124,338.74 -2,315,398.81  

合计 6,333,348.86 12,923,2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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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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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红 66,545,460 28.75 66,545,4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辰 15,800,000 6.8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郑小丹 7,418,184 3.20 7,418,184 无 0 境内自然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

合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34,295 2.09 0 无 0 其他 

杨立宏 4,804,546 2.0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工道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国鼎军安天下二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200,000 1.81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富

通股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15,317 1.73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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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893,463 1.68 0 无 0 其他 

冯建琼 3,689,825 1.5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启明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3,594,440 1.55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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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辰 15,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泰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4,834,295 人民币普通股 4,834,295 

杨立宏 4,804,546 人民币普通股 4,804,546 

北京工道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国鼎军安

天下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股票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015,317 人民币普通股 4,015,31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先

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93,463 人民币普通股 3,893,463 

冯建琼 3,689,825 人民币普通股 3,689,82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启

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94,440 人民币普通股 3,594,440 

刘亚平 3,272,727 人民币普通股 3,272,727 

徐大铜 2,925,607 人民币普通股 2,925,6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郑红、郑小丹。郑红

与郑小丹为父女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

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不存在优先股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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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产负债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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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年度末 

本期期末金额较

上年度末变动 

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532,212,456.48 276,011,993.94 92.82 注1 

应收票据 271,140,130.89 365,953,827.24 -25.91 注2 

应收账款 1,085,070,079.05 583,113,384.01 86.08 注3 

应收款项融资 79,524,448.38 54,331,279.31 46.37 注4 

预付款项 26,276,343.99 6,498,046.54 304.37 注5 

其他应收款 14,333,431.14 8,317,884.72 72.32 注6 

合同资产 3,754,593.18  不适用 注7 

其他流动资产 51,286,655.37 520,816,215.63 -90.15 注8 

在建工程 175,093,571.70 87,888,867.02 99.22 注9 

其他非流动资产 88,481,432.53 26,303,730.24 236.38 注10 

应付票据 53,305,846.73  不适用 注11 

应付账款 128,996,106.26 97,876,567.20 31.79 注12 

合同负债 2,858,639.25  不适用 注13 

应交税费 29,463,337.73 14,078,970.61 109.27 注14 

长期借款  28,000,000.00 -100.00 注15 

注 1：货币资金余额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回到期的银行结构性存款所致。 

注 2：应收票据余额下降主要系公司本期到期托收或背书转让的商业汇票超过新收取的商业汇票所

致。 

注 3：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上年度末增长较多，主要系两方面原因，一是公司自产业务军工类客户

本期收入增长较多，而回款集中在第四季度，从而导致三季度末公司自产业务应收款项增长较多；

二是公司代理业务收入本期大幅增长，应收账款余额随之增加。 

注 4：应收款项融资增长主要系 2020 年 1-9 月公司代理业务收入增长较快，公司收取的银行承兑

汇票随之增加所致。 

注 5：预付款项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代理业务比上年同期增长 76.36%，增长速度较快，导致支付

代理业务原厂的预付款大幅增长所致。 

注 6：其他应收款增长主要系公司代理业务按合同约定支付给原厂的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注 7：合同资产主要系 2020 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将与客户销售合同中约定的质量保证

金确认为合同资产。 

注 8：其他流动资产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回到期的银行结构性存款所致。 

注 9：在建工程增加主要系随着苏州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和直流滤波器项目进展工程投入累计增加

所致。 

注 10：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增加主要系电子元器件项目相关的设备等长期资产购置预付款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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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1：应付票据增加主要系公司综合利用银行授信向供应商开具了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注 12：应付账款增加一方面系公司代理业务大幅增长导致其应付供应商的款项随之增加，另一方

面公司随着募投项目进展而确认的应付承包商的工程款项增加所致。 

注 13：合同负债主要系 2020 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将已收取的客

户款项确认为合同负债。 

注 14：应交税费本期末余额主要为 2020 年 9 月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产生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而上年度末余额主要为 2019 年 12 月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产生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由于公司

2020 年 9 月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较 2019 年 12 月增加较多，相应计提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

税随之增加较多所致。 

注 15：长期借款期末余额减少主要系公司出于现金管理和资金成本考虑提前偿还长期借款所致。 

 

2.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1-9 月）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1,140,516,296.96 800,168,359.54 42.53 注 1 

营业成本 600,072,439.19 355,895,624.51 68.61 注 2 

研发费用 25,666,057.76 20,739,103.16 23.76 注 3 

财务费用 -8,635,093.91 -224,383.33 不适用 注 4 

其他收益 12,877,055.29 7,346,014.52 75.29 注 5 

信用减值损失 -23,904,895.05 -13,999,999.79 不适用 注 6 

注 1：2020 年 1-9 月，公司自产业务实现收入 58,221.0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54%，受新冠肺

炎影响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了持续较快增长，主要系 2020 年 7 月以来，公司下游客户需求强劲，

自产业务收入增长迅速，单季度自产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55.11%；同时，公司代理业务实现

收入 55,690.0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6.36%，增长幅度较大，主要由于公司下游光伏发电等新

能源行业客户 2020 年景气度较高，公司与该行业主要客户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使得代理业务收入

实现了较快增长；同时公司新增的代理品牌、产品以及公司新拓展的客户进一步促进了代理业务

收入的增长。自产业务收入的较快增长和代理业务收入的大幅增长，使得公司整体营业收入较上

年同期增长 42.53%。 

注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较大，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较快以及收入结构变化所致。

2020 年 1-9 月，公司成本水平相对较高的代理业务收入增长较快，占本期营业收入的比重上升，

而成本水平相对较低的自产业务收入则由于增速低于代理业务收入，占本期营业收入的比重下降

所致。 

2020 年 1-9 月，公司自产业务和代理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82.12%和 11.03%，自产业务毛利率与

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代理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滑 4.95 个百分点，一方面公司新开拓的具有高

周转、低毛利特点的主动电子元器件产品收入增长较快；另一方面公司为巩固和扩展核心客户的

市场份额而调整了销售价格，部分产品的毛利率水平有所下降。 

注 3：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23.76%，主要系本期新增了部分研发项目，人工成本、直接投入

等费用随新增项目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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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财务费用本期为净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多，主要系与上年同期比较，公司本期利息费用

随着公司银行借款下降而减少较多，以及公司本期利息收入由于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而增加较多。 

注 5：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幅较大，主要系公司本期获得的政府补助和项目拨款较上年同期增加

较多所致。 

注 6：信用减值损失主要系计提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等金融资产的预计坏账损失，本期增加较

多主要系应收账款余额随着营业收入的大幅增长而较上年度末增加较多所致。 

 

3.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1-9月）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064,927.42 -21,304,957.84 不适用 注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1,398,849.05 -506,550,068.53 不适用 注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6,540.91 581,363,881.55 -99.68 注 3 

注 1：经营活动现金流为净流出，主要系 2020 年 1-9 月公司自产业务和代理业务收入增长较快，

所需的经营性资金净投入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多所致。 

注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净流入，而上年同期为净流出，主要系本期收回了较大金额到期

的银行结构性存款所致。随着苏州募投项目的进展，公司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 12,645.5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0.05%。 

注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净流入，较上年同期减少较多，上年同期筹资活动流入主要系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获得募集资金净额 7.4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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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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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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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红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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