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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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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正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余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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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06,220,009.78 1,115,030,483.79 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41,043,475.93 793,923,208.68 5.9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8,715,300.02 15.93% 557,721,986.85 3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8,102,946.16 24.62% 64,496,010.23 2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7,586,760.14 27.62% 58,738,404.69 30.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646,245.36 -55.93% -11,253,549.43 -138.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58 24.06% 0.2887 24.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58 24.06% 0.2887 24.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1% 0.35% 7.67% 0.8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2,202.5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727,966.6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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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3,025.32 

主要是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

与应享有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

价值份额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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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031.52 
主要是本期闲置资金现金管理

取得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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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4,820.7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23,665.6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0,729.01  

合计 5,757,605.5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5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泰永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24% 121,328,480 121,328,480   

长园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75% 21,816,179 0 质押 15,289,700 

深圳市天宇恒盈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7% 7,098,000 7,098,000   

深圳狄道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狄道三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7% 2,386,700 0   

李嘉钧 境内自然人 0.44% 982,700 0   

吴泽彬 境内自然人 0.44% 976,835 0   

罗敬 境内自然人 0.39% 862,234 0   

葛泓 境内自然人 0.31% 698,300 0   

梅啸龙 境内自然人 0.31% 693,620 0   

蔡琴 境内自然人 0.29% 655,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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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816,179 人民币普通股 21,816,179 

深圳狄道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狄道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386,700 人民币普通股 2,386,700 

李嘉钧 982,700 人民币普通股 982,700 

吴泽彬 976,835 人民币普通股 976,835 

罗敬 862,234 人民币普通股 862,234 

葛泓 698,300 人民币普通股 698,300 

梅啸龙 693,620 人民币普通股 693,620 

蔡琴 655,800 人民币普通股 655,800 

颜秋实 591,210 人民币普通股 591,210 

陈美琴 5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受公司实

际控制人黄正乾控制。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明细如下：吴泽彬 394,185 股；葛泓 268,7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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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单位元） 期初余额（单位元） 变动幅度 说明 

其他流动资产 55,728,080.98  80,276,452.88  -30.58% 主要原因是本期末现金管理的金额较上

期末有所减少 

投资性房地产 57,053.77  217,249.22  -73.74% 主要原因是本期已出租房产较上期减少 

在建工程 17,660,330.85  3,195,750.13  452.62% 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建厂房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3,529,815.65  2,040,430.79  72.99% 主要原因是本期待摊的费用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218,436.03  7,757,037.69  44.62% 主要原因是本期坏账准备金额较上期末

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7,619,374.82  4,061,238.39  87.61%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非流动资产的款项

增加 

其他应付款 11,370,678.42  8,419,874.14  35.05% 主要原因是本期末有新增预提费用尚未

支付 

股本 223,689,700.00  170,716,000.00  31.03% 主要原因是本期股权激励、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导致股本增加 

项目 年初到报告期末（单位元） 上年同期（单位元） 变动幅度 说明 

营业收入 557,721,986.85  406,185,616.47  37.31%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增长 

营业成本 334,297,176.71  244,931,627.87  36.49%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增长 

税金及附加 4,582,969.15  3,132,520.69  46.30% 主要原因是销售额增长导致应交税费增

加 

管理费用 36,305,973.99  27,712,957.87  31.01% 主要原因是本期投入增加 

财务费用 -3,459,760.29  -2,259,732.83  53.10% 主要原因是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投资收益 2,019,932.13  3,116,159.83  -35.18% 主要原因是本期现金管理的金额较上期

有所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16,187,002.04  -4,342,647.91  272.74% 主要原因是本期坏账准备金额较上期末

增长 

资产减值损失 -1,822,643.80  1,356,939.16  -234.32% 主要原因是本期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较上

期末增长 

营业外收入 4,345,429.58  3,178,925.11  36.69%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股权初始投资成本

与应享有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差额导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253,549.43  29,161,825.05  -138.59%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958,263.03  -86,643,858.36  -68.89% 主要原因是上期收购重庆源通65%股权导

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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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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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19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2、2019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的议案》。 

3、2019年11月27日至2019年12月8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通过内部公示系统进行了公

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19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

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4、2019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

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

期权/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2019年12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经自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

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5、2020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成就，

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进行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6、2020年2月10日，19名激励对象授予的26.30万份股票期权登记完成，2020年2月11日，向70名激励对象授予的135.30

万股限制性股票上市。 

7、2020年4月8日，公司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公司于2020年1月19日前收到股权激励授予对象70人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135.30万元，注

册资本由17,071.60万元变更为17,206.90万元，2020年4月21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8、2020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

分已授出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3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获准行权的5.00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对1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6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其中《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于2020年9月15日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20

年9月18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将在公示45天后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相关注销回购事宜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审核。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2020年3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相关议案，2020年4月8日，公司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

关议案。该事项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投资参股深圳市航天泰瑞捷电子有限公司20%股权 

2020年2月12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同意受让深圳市航天泰瑞捷电子有限公司20%股权，公司

于2020年4月13日与北京华商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以1,458万元自有资金购买北京华商伟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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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航天泰瑞捷电子有限公司20%股权，于2020年7月9日完成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  

（四）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销登记事项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子公司上海泰永电气有限公司和青岛泰永电气工程有限公司的议

案》，同意注销全资子公司上海泰永电气有限公司和青岛泰永电气工程有限公司。2020年10月9日，青岛泰永电气工程有限

公司完成工商注销。 

（五）关于董事因非本公司事项受到行政处罚的事项 

公司2020年10月26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集团”）的告知函。告知其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7号），相关情况如下：长

园集团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 第一款所述的违法行为。公司董事徐成斌时任长园集团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在长园集团2016年、2017

年度报告上签字，保证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但未能勤勉尽责，系对违法行为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徐成斌在完善长园集团内控采取了适当措施并在公司向监管部门主动报告中发挥了作用，依法可作为从轻情节。依据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 第一款的规定，深圳证监局决定：对长园集团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的罚款；对徐成斌给

予警告，并处以5万元罚款。 

本次行政处罚不涉及公司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及规范运作造成影响。 

（六）关于董事辞职的事项 

公司2020年10月26日收到董事徐成斌先生的辞呈，徐成斌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徐成

斌先生的辞职自辞呈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董事会正常运作、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公司将按照

法定程序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2020 年 07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20-047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2020 年 07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20-048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进展公告 
2020 年 07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20-049 

关于购买深圳市航天泰瑞捷电子有限公

司 20%股权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 

2020 年 07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20-050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的公告 
2020 年 07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20-051 

关于子公司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2020 年 07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20-052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

满的公告 
2020 年 08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20-053 

2020 年半年度报告事项 2020 年 08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20-054、2020-055、2020-56、

2020-057、2020-058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2020 年 08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20-059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 2020 年 08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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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股票事项 编号：2020-060、2020-061、2020-062、

2020-063、2020-064 

2020 年 09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20-066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2020 年 08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20-065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

告 
2020 年 09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20-067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

出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0年9月15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回购数量2.6万股，回购价格为7.723077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公司于2020年9月18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将在公示45天后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23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采用公开发行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345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4.7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346,59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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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全部发行费用36,041,962.00元后，本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310,549,038.00元。截止2018年2月13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

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以“大华验字[2018]000092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20,197,086.23元，其中本年度直接投入募投项目22,369,776.04元；

募集资金理财收益、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为 15,399,950.61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105,751,902.38元，公司正在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96,000,000.00元，募集资金期末余额为105,751,902.38

元。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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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券商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10,300 5,000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00 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1,620 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000 0 0 

合计 15,420 5,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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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9月 16

日 

深圳市南山区

高新科技园高

新中一道长园

新材料港 F 栋 4

楼子公司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泰证券研究

所电力设备新

能源团队的研

究员张哲源 

公司行业特性

及经营相关问

题 

https://view.officeapps.l

ive.com/op/view.aspx?s

rc=http%3A%2F%2Fst

atic.cninfo.com.cn%2Ff

inalpage%2F2020-09-1

8%2F120846087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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