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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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孟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学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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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753,079,455.84 4,842,170,938.09 4,842,170,938.09 -1.8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50,832,965.84 1,145,686,941.20 1,145,686,941.20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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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1,368,804.03 -207,631,909.52 100,421,8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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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575,114,076.13 807,573,415.14 807,573,415.14 -28.7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94,853,975.36 5,395,472.74 11,022,760.38 -1,8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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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1,607,174.31 -35,455,830.18 -29,828,542.5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64 0.13 0.27 

减少 8.77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248 0.0071 0.0145 -1,857.7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248 0.0071 0.0145 -1,8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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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09.57 -56,9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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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272.84 9,598,8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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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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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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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0,672.85 12,549,413.2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141.38 -4,623,487.9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202.62 -164,254.63  

所得税影响额 -402,070.13 -550,330.95  

合计 13,054,904.75 16,753,19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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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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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仪集团有限公司 
234,283,762 30.83 0 冻结 234,283,762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市华盛十五期

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16,370,332 2.15 0 质押 16,370,332 

未知 

东吴基金－兴业银

行－彭杏妮 
13,939,792 

1.83 0 
未知 

0 未知 

万家基金－兴业银

行－南京钢铁联合

有限公司 

12,781,832 

1.68 0 

未知 

0 未知 

上银基金－浦发银

行－徐燎燃 
9,320,794 

1.23 0 
未知 

0 未知 

胡祖平 8,588,700 1.13 0 未知 0 未知 

前海开源基金－恒

丰银行－海通创新

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7,592,474 

1.00 0 

未知 

0 未知 

杨京生 7,550,000 0.99 0 未知 0 未知 

金国勇 6,297,200 0.83 0 未知 0 未知 

苏俊峡 5,182,700 0.68 0 未知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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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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仪集团有限公司 234,283,762 人民币普通股 234,283,762 

深圳市华盛十五期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6,370,332 人民币普通股 16,370,332 

东吴基金－兴业银行－彭杏妮 13,939,792 人民币普通股 13,939,792 

万家基金－兴业银行－南京钢铁

联合有限公司 
12,781,832 人民币普通股 12,781,832 

上银基金－浦发银行－徐燎燃 9,320,794 人民币普通股 9,320,794 

胡祖平 8,588,700 人民币普通股 8,588,700 

前海开源基金－恒丰银行－海通

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7,592,474 人民币普通股 7,592,474 

杨京生 7,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50,000 

金国勇 6,297,200 人民币普通股 6,297,200 

苏俊峡 5,182,700 人民币普通股 5,182,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总股本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与其余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

股东及与其余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亦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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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构成同比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7,385,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承兑汇票到期收

款所致 

应收账款 1,111,522,412.28 1,903,987,443.75 -41.62%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将本

项目部分金额重分类至“合同

资产”所致 

应收款项 64,572,985.06 24,960,450.56 158.70% 主要系本期收到承兑汇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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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 加所致 

预付款项 270,108,304.13 123,467,064.26 118.77% 
主要系本期风电产业预付货

款增加所致 

应收股利 12,667,697.42 38,139,304.06 -66.79% 
主要系本期收到部分股利所

致 

合同资产 416,100,595.88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部

分“应收账款”重分类至本

项目所致 

投资性房

地产 
88,311,309.89 41,412,372.47 113.25% 

主要系本期将部分原自用办

公楼及厂房转为出租所致 

在建工程 261,552,163.66 149,915,331.35 74.47% 
主要系本期风电项目投入增

加所致 

长期待摊

费用 
6,222,802.96 9,139,742.55 -31.91% 主要系本期费用摊销所致 

其他非流

动资产 
236,467.14 360,995.44 -34.50% 

主要系本期软件工程验收转

出所致 

应付票据 26,783,714.00 206,814,994.00 -87.05% 
主要系本期以承兑汇票结算

款项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21,647,232.44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将本

项目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所致 

合同负债 249,432,342.31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将

“预收款项”重分类至本项

目所致 

应交税费 6,855,758.62 21,323,180.25 -67.85% 
主要系本期缴纳企业所得税

所致 

其他应付

款 
576,545,226.75 353,086,929.57 63.29% 

主要系本期收到股权转让款

所致 

其他流动

负债 
32,525,246.20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将

“预收款项”重分类至本项

目所致 

 

2）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75,114,076.13 807,573,415.14 -28.78% 主要系本期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444,084,604.63 575,964,536.57 -22.90% 
主要系本期收入减少导致营业成

本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 81,596,365.99 110,396,905.17 -26.09% 
主要系本期运费及售后服务费减

少所致 

财务费用 30,021,910.18 21,529,497.05 39.45% 

主要系上年同期存在财务资助利

息收入而本期无相关利息收入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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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 1,259,032.18 12,121,838.24 -89.61% 

主要系上年同期存在财务资助利

息收入而本期无相关利息收入所

致 

其他收益 9,644,487.70 4,849,079.34 98.89% 
主要系本期风能公司收到政府补

助所致 

投资收益 9,341,230.32 38,894,370.55 -75.98% 
主要系上期子公司浙江华仪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收到投资补偿所致 

对联营企业

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9,895,606.62 3,894,370.55 154.10% 

主要系本期参股公司黑龙江梨树

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鸡西新源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收益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

失 
-40,628,463.55 -4,945,913.5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账坏账增加所

致 

资产处置收

益 
42,770.04 -221,874.65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资产处置业务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收入 13,649,232.39 1,499,066.29 810.52% 主要系本期债务减免所致 

所得税费用 2,103,074.55 8,848,913.94 -76.23% 主要系本期营业利润下降所致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

利润 

-94,853,975.36 5,395,472.74 1858.03% 
主要系本期收入下降及信用减值

损失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

益 
437,186.96 2,745,575.58 -84.08% 

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信阳华仪

开关有限公司业绩下降所致 

 

3)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1,368,804.03 -207,631,909.5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往来款

支付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9,072,710.54 140,148,774.16 -43.58% 

主要系本期在建项

目投入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0,247,217.24 -133,078,378.2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借入款

项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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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的进展情况 

经自查，公司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的情形。其中：累计发生违规担保金额

为10.875亿元；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为114,102.51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存在关联方资金占

用余额为114,102.51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因违规担保承担连带担保所产生的损失累计为73,685.83

万元，公司违规担保余额为20,342.17万元。 

公司发现上述违规事项后，第一时间向控股股东华仪集团及其关联方、其他第三方等相关方

发函核实并督促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偿还债务、解除担保、解决占用资金，以消

除对公司的影响。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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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已就部分违规担保提起诉讼，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需

经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2）控股股东承诺将积极与债权人沟通，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处置相关资产、合法贷款等形式

筹措资金，偿还债务、解决诉讼，尽快解决上市公司的对外担保和资金占用问题。截至目前，公

司尚未收到任何归还款项。 

（3）公司将持续督促控股股东采取有效措施尽快解决相关违规问题，并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立案调查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9年12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

知书》（编号：浙证调查字2019256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2020年9月23日，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及市

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2020]11号），部分责任人在收到告知书后已提交了陈述申辩和

听证申请。截至目前，公司及相关人员尚未收到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3、控股股东重整事项。 

公司于2020年10月20日收到控股股东华仪集团有限公司发来的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20）

浙0382破申38号《民事裁定书》及（2020）浙0382破33号《决定书》，根据上述《民事裁定书》

和《决定书》，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华仪集团的重整申请，并指定浙江天册律师事

务所、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联合管理

人）担任华仪集团管理人。具体详见《关于控股股东重整申请被法院裁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0-081）。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自查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后，控股股东承诺2019年11月25日起一

个月内解决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因资金未能及时筹措到相关资金，导致该承诺

超期未履行完毕。 

控股股东将积极与债权人沟通，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处置相关资产、合法贷款等形式筹措资金，

偿还债务、解决诉讼，尽快解决上市公司的对外担保和资金占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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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孟列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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