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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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海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温思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范小兵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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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110,250.55 1,522,266,814.31 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42,812,999.07 1,323,733,458.69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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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919,239.80 13.65% 434,725,165.36 1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5,898,877.50 -14.22% 120,329,540.38 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2,844,088.33 -8.99% 116,827,696.87 12.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22,690,743.86 182.20% 246,375,944.38 2.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15.38% 0.30 3.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15.38% 0.30 3.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8% -0.37% 8.99%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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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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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0,88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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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5,613.8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726,8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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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99,487.76  

减：所得税影响额 617,972.39  

合计 3,501,843.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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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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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时集团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65.84% 266,666,667 266,666,667   

深圳前海彩时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46% 66,666,667 66,666,667 质押 50,600,000 

林壑 境内自然人 1.39% 5,648,780 0   

成都金时众志

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3% 2,549,533 0   

林妍芳 境内自然人 0.60% 2,450,000 0   

深圳方腾金融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9% 1,186,883 0   

涂科 境外自然人 0.07% 280,100 0   

招商证券资管

－北京诚通金

控投资有限公

司－招商资管

－诚通金控 1

号单一资产管

其他 0.06% 239,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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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计划 

郑荣岐 境内自然人 0.06% 225,800 0   

王琴 境内自然人 0.05% 220,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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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壑 5,648,780   

成都金时众志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2,549,533   

林妍芳 2,450,000   

深圳方腾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186,883   

涂科 280,100   

招商证券资管－北京诚通金控

投资有限公司－招商资管－诚

通金控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39,100   

郑荣岐 225,800   

王琴 220,700   

汪爱云 170,700   

郑永威 163,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彩时集团有限公司和深圳前海彩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互为关联方，

彩时集团有限公司为李文秀、李海坚、李海峰控制的企业，深圳前海彩时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为李海坚控制的企业，李文秀、李海坚、李海峰为一致行动人； 

2.除上述情况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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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前 10 名股东中，林妍芳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450,000 股；郑荣岐通过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25,800 股。 

2.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林妍芳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450,000 股；

郑荣岐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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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比率 增减原因 

应收账款 63,954,921.50  118,981,481.4

9  

-55,026,559.99  -46.25% 报告期收回货款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150,000.00  9,915,712.76  -8,765,712.76  -88.40% 报告期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所致 

其他应收款 8,085,076.86  5,808,453.70  2,276,623.16  39.19% 报告期湖南金时支付工程保证金及金时

印务支付投标保证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5,513,948.45  47,210,943.16  38,303,005.29  81.13% 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及湖南金时新建投

入进项税额所致 

在建工程 144,152,076.65  10,812,442.70  133,339,633.95  1233.21% 报告期湖南金时新建投入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38,437.53  1,252,987.03  -1,014,549.50  -80.97% 报告期费用摊销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24,469,554.45  190,000,000.0

0  

134,469,554.45  70.77% 报告期新增投资所致 

应付票据 119,434,852.72  72,666,319.41  46,768,533.31  64.36% 报告期材料采购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515,430.19  6,486,151.17  -2,970,720.98  -45.80% 报告期支付上年末年终奖所致 

其他应付款 8,110,136.14  1,022,108.00  7,088,028.14  693.47% 报告期新增投资款跨期支付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

额 

增减额 增减比率 增减原因 

税金及附加 5,664,249.46  3,839,387.74  1,824,861.72  47.53% 报告期销售增加导致增值税附加税增加

及湖南金时计提印花税土地使用税所致 

销售费用 2,631,039.38 8,341,093.44 -5,710,054.06 -68.46% 执行新收入准则，销售产品的运输费重

分类至营业成本核算所致 

财务费用 -3,817,845.33  -2,471,229.04  -1,346,616.29  -54.49% 报告期银行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2,980,884.83  201,469.58  2,779,415.25  1379.57% 报告期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所致 

投资收益 4,505,613.88  10,087,512.69  -5,581,898.81  -55.33% 报告期购买理财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891,795.82  -510,282.66  -2,381,513.16  -466.70% 报告期计提存货减值损失 

资产处置收益 -194,059.17  -303,591.72  109,532.55  36.08% 报告期报废固定资产净损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5,000,000.04  400,543.68  4,599,456.36  1148.30% 报告期公益性捐赠支出所致 

所得税费用 21,249,142.30  1,638,464.16  19,610,678.14  1196.89% 去年同期政府退税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

额 

增减额 增减比率 增减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7,359,094.77  -503,634,107.

15  

176,275,012.38  35.00% 报告期购买理财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6,250,000.00  228,308,876.3

9  

-394,558,876.39  -172.82% 上年同期IPO发行，收到现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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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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20年8月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股

权投资基金的议案》。为促进长远发展，充分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资源及其投资管理优势，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与成都经开捷成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捷

成创业”）、汇美投资（烟台）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美投资”）、成都经开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经开创新创业”）、自然人何红梅、叶舒祥、胡勇、叶舒祺、张桂琼、李勇、马序共同投资成都天翊创业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翊创业”），公司、汇美投资、经开创新创业与自然人何红梅、叶舒祥、

胡勇、叶舒祺、张桂琼、李勇、马序作为有限合伙人，捷成创业作为普通合伙人兼执行事务合伙人，隆成（深圳）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和公司管理层经办相关事项，授权期限至相关事宜全部办理完毕

止。截止目前，天翊创业已募集完毕并完成备案手续，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完成了对外投资。 

（2）公司于2020年8月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湖南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及投入金额的议案》。湖南生产基地的前期预估投资金额未包括土地购买款支出，现将土地购买款3,277.20万元

（除去产业扶持资金补贴）调整加入湖南生产基地的投资预算；原投资规模中房屋建设工程、装修工程投资额仅是预估，后

为构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提高项目建设质量，把基地建成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科研生产基地，项目设计规划发生

调整，该基地主要建筑结构由全钢结构调整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及屋面钢结构，土方工程、水电安装工程、消防安装工程、

厂区园林绿化工程、钢结构工程、幕墙工程、空调系统工程、高低压配电等配套工程、装修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加之疫情、

环保、施工进度等因素影响，导致生产基地的施工成本上升，工程费用调整为43,929.41万元（其中，房屋建设工程38,994.22

万元，装修工程4,935.19万元 ）。综上所述，湖南生产基地项目投入金额由45,256.46万元调整为67,806.61万元。另湖南生

产基地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及优化产能布局的需要设立的，为了更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控制成本增加效益，湖南生产基地

的部分生产设备在公司内部调迁解决，由湖南金时以自筹资金（包括银行贷款）向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金时印务有限

公司购买，其余部分生产设备由湖南金时外购。 

（3）于2020年8月2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的议案》。因湖南生产基地项目设计规划调整，建筑结构及装修标准等建设内容发生变化，加之受疫情、环保、施工进度

等因素影响，导致施工成本上升，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对湖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及投入金额进行了调整。

原补充投入湖南生产基地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用途也随之变更，具体用于补充投入湖南生产基地的部分土地购买款及工程费

用（房屋建设工程和装修工程）、部分生产设备及安装费用等项目支出，具体支出项目及金额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4）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金时科技有限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3亿元，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对湖南金时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1亿元，湖南金时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4亿元。湖南金时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7月29日完成了工商变更

手续。 

（5）公司支付投资成本8,305.74万元投资南京天溯自动化控制系统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811%。南京天溯自动化控制系统

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9月27日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公

告 
2020 年 08 月 07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

告编号：2020-055） 

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进

展公告 
2020 年 09 月 10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

告编号：2020-065） 

关于调整湖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及投

入金额的公告 
2020 年 08 月 07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

告编号：20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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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2020 年 08 月 21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

告编号：2020-062）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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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09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为 20,610.81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19,800.42万元，其中理财产品余

额为6,500.00 万元。 

1、报告期内，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额

（万元） 

以前年度使用募集

资金（万元）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项目进度 实施主体 

1 
包装印刷生产线扩

产及技改项目 
5,000.00 4,529.24 114.33 

变更后部分

实施中 

全资子公司四川金时

印务有限公司 

2 
包装材料生产线技

改及扩产项目 
202.23 202.23 - 已变更终止 公司 

3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489.53 489.53 - 已变更终止 公司 

4 信息化建设项目 12.62 12.62 - 已变更终止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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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湖南生产基地项目 34,382.00 - 15,262.86 正常进行中 
全资子公司湖南金时

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40,086.38 5,233.62 15,377.19 - - 

 

2、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表： 

募集资金专户摘要 金额（元） 

1、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390,308,876.37 

2、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206,108,123.01  

（1）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52,336,186.56  

（2）本期投入项目资金   153,771,936.45  

3、募集资金的增加  13,803,479.03  

（1）以前年度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903,660.19  

（2）以前年度收到的理财产品收益  7,435,638.37  

（3）本期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389,418.82  

（4）本期收到理财产品收益  4,074,761.65  

4、募集资金余额  198,004,232.39  

 （1）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133,004,232.39 

 （2）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 6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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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产品 募投资金 27,900 6,5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800 800 0 

合计 28,700 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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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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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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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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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海坚 

2020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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