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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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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凤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春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冯俊修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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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85,049,225.79  42,586,955,452.27 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18,673,314.06  8,068,505,598.13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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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6,961,374.42 -21.53% 29,801,145,271.16 -2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0,661,894.19 432.78% 615,363,686.82 3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43,908,630.71 -99.32% -1,493,919,126.18 -42.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9,506,432.85 81.21% -1,175,873,360.33 54.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62  432.51% 0.2556 36.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62  432.51% 0.2556 36.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7% 5.07% 7.37%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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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6,383,7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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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617,886.4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9,457,3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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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18,772.71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267,097.2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388,516.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75,542,207.54   

减：所得税影响额 325,646,046.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5,446,6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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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109,282,81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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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软件退税 21,347,46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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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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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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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75% 523,746,932 0   

中信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56% 182,100,202 0   

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4% 58,852,625 0   

HOLY TIME GROUP LIMITED 境外法人 2.38% 57,289,100 0   

GAOLING FUND,L.P. 境外法人 2.19% 52,801,250 0   

王景峰 境内自然人 1.52% 36,569,800 0   

NAM NGAI 境外自然人 0.94% 22,567,540 0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2% 19,752,620 0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 
境外法人 0.52% 12,452,154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7% 8,81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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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523,746,932 人民币普通股 523,746,932 

中信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 182,100,202 境内上市外资股 182,100,202 

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 58,852,625 境内上市外资股 58,852,625 

HOLY TIME GROUP LIMITED 57,289,1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57,289,100 

GAOLING FUND,L.P. 52,801,250 境内上市外资股 52,801,250 

王景峰 36,569,800 人民币普通股 36,56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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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 NGAI 22,567,54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2,567,540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19,752,62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9,752,620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 
12,452,154 境内上市外资股 12,452,15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810,290 人民币普通股 8,810,2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一大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嘉隆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中信

证券经纪(香港)有限公司和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本公司普通股

180,001,110 股和 18,360,000 股，嘉隆投资有限公司与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A 股股东王景峰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股 36,30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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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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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本公司践行“科技+产业+园区”的长期发展战略，围绕“半导体+新消

费电子+科技园区”的核心主线，积极推进公司战略转型升级。对于半导体业务，本公司正在

积极推进 Micro LED 和 Mini LED 相关技术的研发和成果转化，并推出了 Mini LED 8K 电视；

对于消费类电子业务，本公司不断丰富产品种类和服务内容，强化线上线下协同，探索利用

网络直播以及与线下门店联合直播的方式，实现销售转化，进一步盘活线上线下销售市场；

对于科技园区业务，本公司在报告期内布局了长三角总部基地、新飞制冷产业园等项目，预

计各地产业园项目的陆续落地将有利于本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布局实现智能化升级。 

（二）主要财务指标变动情况说明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数 去年同期数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9,801,145,271.16 41,681,249,260.63 -11,880,103,989.47 -28.50% 受疫情影响，本公司报告期内营

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下降   营业成本  27,874,517,742.42 39,601,480,656.43 -11,726,962,914.01 -29.61% 

 研发费用  486,664,300.94 319,102,256.98 167,562,043.96 52.51% 本公司继续加强研发投入 

投资收益 1,932,345,020.63 795,857,862.21 1,136,487,158.42 142.80% 
主要系本公司处置东莞康佳投

资有限公司51%股权产生的收益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419,369,553.83 -89,146,583.72 -330,222,970.11 -370.43% 主要系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98,202,971.26 -9,456,436.22 -88,746,535.04 -938.48% 主要系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业务：目前，非公开发行23亿元的公司债券已取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无异议函；非公开发行6亿元的公司债券业务仍在推进中。 

（二）发起成立基金：目前，东方康佳产业并购基金投资了江西省亚华电子材料有限公

司7.75%的股权、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75%的股权、深圳市国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73%的股权、惠州旭鑫智能技术有限公司6.05%的股权、逸美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的股权。

信佳新兴产业发展投资基金、乌镇佳域数字经济产业基金和宜宾康慧新兴产业基金已完成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盐城电子信息产业基金已完成合伙协议签署，正在办理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事宜。 

（三）宜宾智能终端高科技产业园厂房已竣工验收。康佳滁州智能家电及装备产业园、

东莞康佳智能产业园、重庆康佳半导体光电产业园、遂宁康佳电子科技产业园已拿到项目用

地，正在建设中；盐城半导体封测基地已完成厂房基础建设，准备进行内部装修；新飞制冷

产业园、康佳智能终端出口生产基地和古现环保科技小镇正在筹备阶段，等待政府将目标地

块进行招拍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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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非公开发行 6 亿元公司债券 2019年 09 月 18 日 

http://www.cninfo.com.cn/n

ew/index 

投资建设东莞康佳智能产业园 2017年 03 月 11 日 

投资建设康佳滁州智能家电及装备产业园 2018年 12 月 05 日 

投资建设宜宾智能终端高科技产业园 2017年 12 月 16 日 

投资建设遂宁康佳电子科技产业园 2018年 10 月 17 日 

投资建设重庆康佳半导体光电产业园 2019年 10 月 09 日 

投资建设盐城半导体封测基地 2019年 11 月 26 日 

投资建设古现环保科技小镇 2019年 11 月 26 日 

参与成立东方康佳产业并购基金 2018年 09 月 07 日 

参与成立信佳新兴产业发展投资基金 2020年 03 月 04 日 

参与成立乌镇佳域数字经济产业基金 2020年 03 月 28 日 

投资建设康佳智能终端出口生产基地 2020年 06 月 06 日 

非公开发行 23 亿元公司债券 2020年 06 月 06 日 

投资建设新飞制冷产业园 2020年 07 月 21 日 

参与成立宜宾康慧新兴产业基金 2020年 07 月 21 日 

参与成立盐城电子信息产业基金 2020年 09 月 23 日 

挂牌转让东莞康佳投资有限公司 51%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20年 0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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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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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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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资金 0 940 0 

合计 0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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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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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二○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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