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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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明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贵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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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1,384,616.76 2,487,956,986.26 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16,728,906.63 1,241,703,310.47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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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554,262.29 -137,678,1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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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8,949,789.35 1,057,071,082.58 4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141,443.91  44,857,901.27 10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600,830.51 42,841,651.40 11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2 4.97 增加 1.8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31 0.1831 76.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31 0.1831 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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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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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76,0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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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1,187.95 3,620,7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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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140.27 -430,556.9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4,473.54 -888,109.77 

所得税影响额 -317,828.20 -85,454.75 

合计 1,801,026.48 540,6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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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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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锋 53,763,037 18.65 0 质押 17,296,094 境内自然人 

天津安塞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43,240,235 15.00 43,240,235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河北津西钢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43,240,235 15.00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刘艳华 25,597,765 8.88 0 质押 25,597,765 境内自然人 

路遥 7,206,360 2.50 0 无  境内自然人 

林源晟 1,655,878 0.57 0 无  未知 

刘雪芳 1,430,430 0.5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吴唯清 1,418,200 0.49 0 无  未知 

姚杨 1,398,320 0.49 0 无  未知 

吉林省现代农业

和新兴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1,351,645 0.47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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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锋 53,763,037 人民币普通股 53,763,037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240,235 人民币普通股 43,240,235 

刘艳华 25,597,765 人民币普通股 25,597,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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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 7,206,360 人民币普通股 7,206,360 

林源晟 1,655,878 人民币普通股 1,655,878 

刘雪芳 1,430,430 人民币普通股 1,430,430 

吴唯清 1,41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8,200 

姚杨 1,398,320 人民币普通股 1,398,320 

吉林省现代农业和新兴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1,351,645 人民币普通股 1,351,645 

杨升山 1,262,950 人民币普通股 1,262,9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刘锋与刘艳华系夫妻关系，刘雪芳系刘锋姐姐，路遥系刘锋、

刘艳华儿媳。除此之外，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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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期末余额96,122,986.59元，较上年期末余额287,630,769.89元减少66.58%，主

要因疫情影响，客户工程施工期交货期延后，相应货款回收延后，及采购资金支付增加所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52,084,077.00元，较上年期末余额14,729,824.00元增加253.6

0%，主要因利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3）应收票据期末余额33,274,665.00元，较上年期末余额24,310,140.82元增加36.88%，主

要因使用票据结算所致； 

（4）应收账款期末余额702,065,503.29元，较上年期末余额517,858,380.52元增加35.57%，

主要因随销售规模增加，应收款项增加所致； 

（5）预付款项期末余额39,080,643.56元，较上年期末余额27,951,229.57元增加39.82%，主

要因预付原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6）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26,165,969.27元，较上年期末余额5,500,275.75元增加375.72%，

主要因本期待抵扣进项税增加所致； 

（7）在建工程期末余额0元，上年期末余额为6,884,968.49元，主要因本期在建工程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转固所致； 

（8）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14,468,045.60元，较上年期末余额8,700,187.45元增加66.30%，

主要因本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及交易性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增加，相应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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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6,678,041.07元，较上年期末余额2,444,297.56元增加173.21%，

主要因本期预付设备采购款所致； 

（10）交易性金融负债期末余额41,667,620.00元，较上年期末余额70,669,746.92元减少41.0

4%，主要因黄金租借合同部分到期交割及未到期部分公允价值变动增加所致； 

（11）应付票据期末余额14,674,620.00元，较上年期末余额25,607,612.87元减少42.69%，主

要因应付票据到期解付所致； 

（12）应付账款期末余额59,783,833.99元，较上年期末余额96,420,805.40元减少38%，主要

因原材料款结算所致； 

（13）预收款项期末余额0元，上年期末余额为182,684,501.10元，主要因公司自2020年1月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原分类为“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所致；合同负债主要为公司

本期预收货款及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 

（14）合同负债期末余额139,140,982.45元，上年期末余额为0元，主要因公司自2020年1月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原分类为“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所致，合同负债主要为公司

本期预收货款及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 

（15）应交税费期末余额13,435,335.82元，较上年期末余额7,809,727.03元增加72.03%，主

要因本期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16）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991,374.45 元，较上年期末余额3,395,858.29元减少70.81%，主

要因费用款结算所致； 

（17）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余额29,510,764.04元，较上年期末余额7,541,594.95元增加291.31%，

主要因待转销项税增加所致； 

（18）营业收入本期金额1,558,949,789.35元，较上年同期金额1,057,071,082.58元增加47.4

8%，主要因本期销售数量增加所致； 

（19）营业成本本期金额1,210,530,035.95元，较上年同期金额837,877,741.32元增加44.48%，

主要因本期销售数量增加，对应成本增加所致； 

（20）税金及附加本期金额5,449,837.42元，较上年同期金额3,733,453.50元增加45.97%，主

要因本期缴纳增值税增加对应税金及附加增加所致； 

（21）管理费用本期金额24,540,865.53元，较上年同期金额18,180,611.22元增加34.98%，主

要因职工薪酬、诉讼费增加所致； 

（22）研发费用本期金额51,077,387.99元，较上年同期金额33,766,214.15元增加51.27%，主

要因研发项目耗用材料增加所致； 

（23）财务费用本期金额43,479,866.49元，较上年同期金额30,419,288.89元增加42.94%，主

要因汇率变动产生汇兑损益所致； 

（24）其他收益本期金额2,907,447.84元，较上年同期金额856,191.41元增加239.58%，主要

因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25）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金额-1,064,634.10元，较上年同期金额-68,055.00元减少1464.

37%，主要因本期黄金融资借贷合同及远期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26）营业外支出本期金额2,483,630.50元，较上年同期金额347,971.37元增加613.75%，主

要因本期向驻地政府及疫情防控部门捐赠增加所致； 

（27）所得税费用本期金额10,002,355.26元，较上年同期金额3,853,462.09元增加159.57%，

主要因本期所得税较上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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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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年3月，公司收到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原告因产品责任纠纷起诉

本公司，诉讼标的额为维修费3,962,709加拿大元，公司按照谨慎性原则对原告尚未支付的货款进

行单项测试并计提坏账准备。截至本报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存在不确定性。（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20-009、2020-012） 

（2）2020年4月，公司就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民

事起诉状》，并收到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公司作为原告请求法院

判令被告支付所欠公司货款人民币51,389,487.84元及相关利息，公司按照谨慎性原则对该应收款

项进行单项测试并计提坏账准备。截至本报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

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20-023、2020-062） 

（3）2020年6月7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艳华女士与津西股份签署《股份转让协

议》及《关于放弃表决权事宜的承诺函》；2020年7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控股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由刘锋、刘

艳华夫妇变更为津西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刘锋、刘艳华夫妇变更为韩敬远先生；经公司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对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届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换选。（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20-03

5、2020-046、2020-059）。 

（4）2020年7月1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青岛华电海洋装

备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青岛强固标准件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青岛华电的1,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同意为青岛强固的4,8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2020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0年7月29日审议通过该对外担保事项。截至本报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外提供担保（包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的累计总额为0元，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详

见公司临时公告2020-044、2020-054）。 

（5）2020年9月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控股股东下属子公司河北津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采购角钢、钢板、圆钢

等原材料，采购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预计期间自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之日起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0年7月29日审议通

过该关联交易事项。截至本报告日，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累计总额为0元。（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

20-068、20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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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于市场需求的增长，公司在手订单较多，预测会对2020年年度的累计净利润产生积极影

响。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锋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