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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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倪祖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王平平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姜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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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1,523,946.14 5,376,826,080.55 2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11,219,776.58 3,198,977,007.92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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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290,219.67 825,867,616.0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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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0,874,089.46 4,211,735,317.10 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6,178,648.20 382,359,493.64 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1,297,225.86 377,422,680.58 -4.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4 12.99 减少 0.6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4 0.95 9.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4 0.95 9.47 

注： 

下半年，公司全球业务全面快复，并快速增长，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 20.43%，环比增长 21.57%；2020年 8月和 9月 ，这两个月单月的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都超过 30%以上，从而使得到 9月底，公司累计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正增长，第四季度营业收

入预计同比也将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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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立式吸尘器魔洁 M12MAX新品自 2020年 6月 8日线上首发成功以来，线下百货商场发布

也取得了成功，至今已在全国开展了 30场莱克立式吸尘器魔洁 M12MAX新品发布会，成绩斐然。 

报告期内，通过持续产品创新、深化渠道渗透和渠道转型，多品牌多品类业务运作，公司国

内线上业务大幅增长，其中吉米和碧云泉品牌线上增长 1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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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926.52 -1,535,082.7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

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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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61,695.36 33,354,387.6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

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

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

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

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

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13,125,251.13 31,423,8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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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

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

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1,064,224.94 1,449,262.6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5,423,983.81 -9,810,988.82  

合计 30,017,261.10 54,881,4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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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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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克（苏州）投资有限公司                                                                                                           146,880,000 35.73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GOLDVAC TRADING LIMITED                                                                                                            112,300,000 27.32  无  境外法人 

倪祖根                                                                                                                             65,489,949 15.93  无  境内自然人 

闵耀平                                                                                                                             8,659,326 2.11  冻结 1,200,00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269,273 1.77  无  未知 

苏州立达投资有限公司                                                                                                               6,400,000 1.56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黄永清                                                                                                                             2,522,245 0.61  无  境内自然人 

江月明                                                                                                                             2,000,100 0.49  无  境内自然人 

李群                                                                                                                               1,502,400 0.37  无  境内自然人 

潘海霞                                                                                                                             1,070,000 0.26 7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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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克（苏州）投资有限公司 146,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880,000 

GOLDVAC TRADING LIMITED 11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300,000 

倪祖根 65,489,949 人民币普通股 65,489,949 

闵耀平 8,659,326 人民币普通股 8,659,32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269,273 人民币普通股 7,269,273 

苏州立达投资有限公司 6,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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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清 2,522,245 人民币普通股 2,522,245 

江月明 2,0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100 

李群 1,50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2,400 

朱俊荣 1,045,877 人民币普通股 1,045,8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莱克（苏州）投资有限公司、GOLDVAC TRADING LIMITED、苏州立达投

资有限公司、倪祖根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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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与年初余额相比大幅度变动的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 年初余额 
增减比

例(%) 
变动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2,585,557,531.36 1,951,124,399.23 32.52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款项回笼、部

分结构性银行存款到期及收到限制

性股票的认购款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920,275,869.57 308,451,388.89 198.35 
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结构性存款增

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29,296,913.97 86,387,446.18 -66.09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50,817,137.91 26,312,402.57 93.13 主要系预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8,928,440.59 11,503,440.46 64.55 
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结构性存款增

加，计提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9,457,385.20 28,240,158.76 75.13 主要系可抵扣增值税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200,151,666.68 -100.00 

主要系原超过1年的银行结构性存款

在报告期末剩余期限小于1年，转到

交易性金融资产中所致 

在建工程 22,004,543.42 42,825,072.00 -48.62 主要系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3,273,114.27 21,943,374.39 -39.51 主要是待摊费用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1,166,931,950.08 679,619,711.78 71.70 主要系应付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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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项  66,499,422.42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收入准则，将

“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所致 

应交税费 40,826,733.78 16,024,195.47 154.78 主要系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376,674,644.57 203,298,185.70 85.28 
主要系本期确认限制性股票回购义

务所致 

长期借款 300,000,000.00 200,000,000.00 50.00 
主要系超过一年的银行借款增加所

致 

递延收益 7,214,447.27 10,613,763.35 -32.03 主要系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3,041,380.44 1,290,458.34 135.68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所致 

 

（2）、报告期公司利润构成与上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原因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比上

期增减

(%)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25,163,281.07 36,532,102.66 -31.12 主要系附加税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33,878,749.48 -65,899,980.74 151.41 主要系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2,218,812.60 3,773,990.98 223.76 主要系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25,001.48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没有银行理财收益，去

年同期有银行理财收益 

信用减值损失 1,141,106.13 -1,981,883.02 -157.58 
主要系报告期内冲回前期计提的坏账

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987,176.24 5,044,314.82 355.70 主要系报告期内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406,672.60 2,177,586.11 -81.32 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构成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原因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比上

期增减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2,290,219.67 825,867,616.01 20.15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增长，

收到的货款也随之增加以及

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8,471,332.52 -75,017,704.95 -484.49 
主要系报告期内做了银行结

构性存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186,918.55 -93,855,574.87 209.94 

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增

加以及收到限制性股票认购

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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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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于2020年7月6日和2020年7月2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

相关事项的议案。 

2020年9月3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按授予价格12.51元/股向290名激励对象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1,007.25万股，并于2020年9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完成登记。 

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401,000,000股增加至411,072,5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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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倪祖根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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