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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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邵泽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罗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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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795,546.97 474,354,024.70 10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2,719,445.86 291,844,567.84 1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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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28,479.49 13,886,693.27 -24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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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61,578.64 157,288,126.28 3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235,479.02 25,796,536.37 3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973,759.90 25,811,158.67 27.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4 9.90 减少 2.2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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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0 20.0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8.36 10.31 减少 1.9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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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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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948.62 1,838,1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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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

备转回 
 389,6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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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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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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844.02 -832,822.3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0,673.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88,468.89 -153,893.63  

合计 501,323.75 1,261,719.1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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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

量 

邵泽华 101,165,281 60.22 101,165,281 101,165,281 无 0 境内自然人 

成都市香城兴申

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6,000,000 3.57 6,000,000 6,0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共青城穆熙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963,000 2.95 4,963,000 4,963,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共青城华灼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927,000 2.34 3,927,000 3,927,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陈君涛 3,333,960 1.98 3,333,960 3,333,9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邵福斌 3,332,860 1.98 3,332,860 3,332,8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邵福珍 1,666,430 0.99 1,666,430 1,666,43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邵小红 1,611,469 0.96 1,611,469 1,611,469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华富瑞兴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445,100 0.86 1,445,100 2,1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5 / 7 

 

钟仁美 808,136 0.48 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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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仁美 808,136 人民币普通股 808,136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徐富儿 275,618 人民币普通股 275,618 

王燕亭 201,442 人民币普通股 201,442 

王维 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廖铁鹰 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 

连瑞祥 16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200 

刘正达 129,224 人民币普通股 129,224 

九坤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九

坤私享 2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1,432 人民币普通股 121,432 

傅敏 120,904 人民币普通股 120,9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邵泽华、邵福斌、邵福珍、邵小红互为兄弟姐妹，陈君涛系邵泽

华姐姐邵木英之子，邵福斌系共青城穆熙执行事务合伙人，邵泽

华持有共青城穆熙 66.09%的财产份额，陈君涛持有共青城穆熙

3.28%的财产份额，邵小红持有共青城穆熙 3.93%的财产份额，

陈君涛父亲陈寿山持有共青城穆熙 2.82%的财产份额，邵福珍之

女张晶持有共青城穆熙 3.93%的财产份额。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战略配售认购公司首发股份 210 万股，根据《科创板转融通证券

出借和转融券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转融通方式出借所持

限售股份 654,900 股，截至本报告期末其持有的限售股份数余额为 1,445,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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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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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 

货币资金 393,488,549.57 39,942,143.48 885.15 
主要系发行股票收到的货币

资金增加 

应收账款 244,682,943.01 181,445,640.26 34.85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应收

账款相应增加 

在建工程 81,561,733.64 36,903,218.66 121.02 

主要系智能燃气表研发生产

基地改扩建项目、自动化生

产线项目本期投入增加 

应付账款 105,464,970.93 80,562,287.24 30.91 
主要系购买材料增加，应付

账款相应增加 

股本 168,000,000.00 126,000,000.00 33.33 主要系发行股票增加股本 

资本公积 453,196,858.08 78,557,459.08 476.90 主要系发行股票溢价增加 

未分配利润 112,793,876.91 78,558,397.89 43.58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净利

润增加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10,361,578.64 157,288,126.28 33.74 

主要系：1）物联网智能燃气

表的销售占比上升，其销售

单价高于IC卡智能燃气表；

2）公司持续开拓新客户，销

售量增加 

营业成本 122,788,472.38  88,861,172.56 38.18 

营业收入增加，营业成本相

应增加；产品的毛利率有所

下滑，导致营业成本增幅高

于营业收入增幅 

管理费用  15,113,545.76  10,492,142.68 44.05 

主要系本期人员工资、与上

市相关的中介咨询费、折旧

费增加 

财务费用 340,695.63 1,655,962.84 -79.43 
主要系本期银行利息收入增

加且本期未发生担保费 

营业外支出 1,109,945.00 5,339.00 20,689.38 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增加 

信用减值损

失 
-2,790,577.65 -267,364.00 943.74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计提坏

账准备增加 

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528,479.49 13,886,693.27 -247.83 

主要系：1）本期销售规模快

速增长，应收账款相应增长；

2）增加购买原材料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4,947,203.11 -23,444,788.98 134.37 
主要系用于支付新厂区工程

款及设备款 

筹资活动产 428,160,655.71 -3,308,503.63 -13,041.22 主要系本期因发行股票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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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募集资金净额41,663.9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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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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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邵泽华 

日期 2020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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