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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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彭政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曼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姚曼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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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1,433,988.56 8,359,497,109.35 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829,800,872.05 4,478,963,385.36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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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985,651.95 -66,983,8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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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8,103,245.41 2,297,144,694.28 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25,314,402.39 803,691,630.63 -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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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8,741,671.65 316,550,295.25 -18.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02 22.92 减少 13.9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1 0.77 -46.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1 0.77 -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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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933.69 176,0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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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0,015.73 23,632,288.57 专项项目政府资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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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18,064.55 173,683,404.23 

主要为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84,088.40 -3,464,609.9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258,213.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365,650.78 -5,884,328.32  

所得税影响额 -12,522,093.03 -19,311,882.63  

合计 109,424,181.76 166,572,73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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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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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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16,342,356 20.72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5,098,360 6.23 0 未知  境外法人 

蒋建圣 19,871,806 1.90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380,271 1.76 0 未知  国有法人 

周林根 18,314,916 1.75 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132,922 1.74 0 未知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14,700,756 1.41 0 未知  国有法人 

彭政纲    11,518,000 1.10 0 无  境外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9,385,371 0.90 0 未知  国有法人 

陈鸿      8,927,161 0.8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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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16,342,356 人民币普通股 216,342,35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5,098,360 人民币普通股 65,098,360 

蒋建圣 19,871,806 人民币普通股 19,871,80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380,271 人民币普通股 18,380,271 

周林根 18,314,916 人民币普通股 18,314,91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132,922 人民币普通股 18,132,92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14,700,756 人民币普通股 14,700,756 

彭政纲   11,5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18,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9,385,371 人民币普通股 9,385,371 

陈鸿     8,927,161 人民币普通股 8,927,1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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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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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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预付款项 17,085,246.64 10,251,871.04 66.65 
主要系公司预付供应商

货款增加所致。 

存货 228,184,156.34 25,686,761.29 788.33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收入

准则调整确认合同履约

成本所致。 

合同资产 24,923,879.05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根据新收入

准则确认合同资产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9,531,717.44 217,997,875.98 -86.45 
主要系公司本期赎回部

分理财产品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1,894,399,849.96 1,376,181,361.87 37.66 

主要系公司本期购入非

流动金融资产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0,387,168.60 26,507,729.36 278.71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收入

准则调整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2,475,082.00 71,769,048.55 196.05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恒云

国际预付办公大楼购置

款所致。 

短期借款 60,109,851.76 20,998,362.00 186.26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恒云

国际银行短期贷款增加

所致。 

预收款项  1,418,248,795.43 -100.00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

将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

同负债所致。 

合同负债 2,346,766,583.69  不适用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

将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

同负债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94,021,918.11 585,477,683.21 -66.86 

主要系公司上年期末奖

金、津贴余额已在本期支

付。 

应交税费 61,045,076.62 124,815,307.43 -51.09 
主要系公司上年末应交

税金在本期缴纳所致。 

递延收益 57,967,915.13 44,149,649.78 31.30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政

府补助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48,463,148.92 31,620,700.56 53.26 

主要系公司本期交易性

金融资产和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较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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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或股

本） 
1,044,090,754.00 803,146,734.00 30.00 

主要系公司根据2019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

送红股3股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5,060,694.28 9,663,545.94 -47.63 

主要系公司本期外币报

表折算差额比上年末减

少所致。 

盈余公积 118,965,839.46 186,920,340.97 -36.35 

主要系公司本期根据新

收入准则调整以前年度

收入成本引起年初未分

配利润变化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557,092,014.48 414,413,594.24 34.43 
主要系公司本期骆峰网

络不纳入合并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成本 649,141,718.31 53,701,015.60 1,108.81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收入

准则，将与合同履约义务

相关的项目实施及维护

服务人员费用，本期归集

入合同履约成本，与收入

配比计入营业成本所致。 

销售费用 351,285,812.25 718,482,443.57 -51.11 

主要系公司对上年期计

入销售费用的项目实施

及维护服务人员费用，本

期将与合同履约义务相

关的项目实施及维护服

务人员费用，本期归集入

合同履约成本所致。 

财务费用 -4,991,529.15 812,955.72 -714.00 

主要系公司本期利息收

入增加而导致财务费用

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80,533,746.57 390,985,947.93 -53.83 

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获得收益

较上期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106,258,472.73 178,693,107.41 -40.54 

主要系公司本期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支出 4,143,645.51 414,846.58 898.84 
主要系公司本期有捐赠

支出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120,090,391.15 51,551,873.24 132.95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支付

的合同履约成本增加所

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59,276,170.36 128,931,716.82 -54.03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的

投资收益比上年减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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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529,380.34 309,179.78 71.22 

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固

定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322,059,721.88 218,369,115.86 47.48 

主要系公司本期“恒生金

融云产品生产基地”投入

及子公司恒云付办公楼

购置款比上年同期增加

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87,572,151.20 50,173,862.40 74.54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吸收

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

金而比上期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428,451,259.10 225,713,306.45 89.82 

主要系公司本期分配股

利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38,000,469.20  不适用 

主要系子公司依法减资

支付给少数股东现金所

致。 

 

年初至报告期末（1-9月）营业收入分业务领域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业务领域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增减变动幅度（%） 

大零售 IT业务 861,862,410.68 865,074,415.34 -0.37 

大资管 IT业务 657,265,973.06 689,205,671.04 -4.63 

银行与产业 IT业务 188,992,146.20 168,022,056.88 12.48 

数据风险与基础设施

IT业务 
129,036,471.78 141,571,874.68 -8.85 

互联网创新业务 402,503,939.33 370,743,178.25 8.57 

非金融业务 98,442,304.36 62,527,498.09 57.44 

合 计 2,338,103,245.41 2,297,144,694.28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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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与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维尔科技有限公司业绩对赌补偿纠纷的

诉讼案件，公司已经于2020年10月13日披露最新进展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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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骆峰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事项的最新进展，公司

已经于2020年8月29日披露相关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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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彭政纲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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