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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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冷俊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飞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磊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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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16,323,680.53 57,424,875,018.70 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1,807,472,578.43 30,523,061,262.01 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6.88 6.60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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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875,891.56 -6,300,014.89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股） 
-0.2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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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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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0,097,801,383.67 17,179,710,167.61 1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548,693,459.86 2,146,382,977.16 1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416,313,381.01 2,012,500,557.38 2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16 7.63 增加 0.53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73 7.15 增加 0.5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0.47 19.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0.47 19.0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44 20.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0.44 20.37 

 

注：2019 年，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工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7 号，计算基

本每股收益的加权平均股数为 4,583,664,125 股。经测算限制性股票激励事项目前不具有稀释性，

因此稀释每股收益与基本每股收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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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531.72 -871,878.80 
本期处置零星资产形成

的净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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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4,107.99 51,792,325.83 本期科研经费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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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8,045.11 61,832,485.83 
结构性存款银行产品收

益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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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2,691.13 27,006,984.99 

原单项计提的应收款项

收回对应减值准备转回

金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6,879,387.27 29,440,700.82 

本期收到的违约金、核

销的无需支付的应付款

项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1,209,818.05 原核销的应收款项收回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35,870.84 -14,001,484.93  

所得税影响额 -5,082,447.44 -24,028,872.94  

合计 27,920,381.50 132,380,0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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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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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瑞集团有限公司 2,393,266,322 51.78 1,397,032,461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457,781,212 9.9 0 无 0 未知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 
251,732,772 5.45 251,732,772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137,351,814 2.97 0 无 0 未知 

沈国荣 111,861,345 2.4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

调整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72,944,475 1.58 0 无 0 未知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

有限公司 
52,506,021 1.14 0 无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45,173,100 0.98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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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团体

分红-018L-FH001 沪 

40,757,705 0.88 0 无 0 未知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

公司 
38,774,233 0.84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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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瑞集团有限公司 996,233,861 人民币普通股 996,233,86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57,781,212 人民币普通股 457,781,21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137,351,814 人民币普通股 137,351,814 

沈国荣 111,861,345 人民币普通股 111,861,345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 
72,944,475 人民币普通股 72,944,475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

司 
52,506,021 人民币普通股 52,506,02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45,173,100 人民币普通股 45,173,1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 沪 

40,757,705 人民币普通股 40,757,705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38,774,233 人民币普通股 38,774,233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

司-重阳战略汇智基金 
25,489,524 人民币普通股 25,489,5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南瑞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

股东，南瑞集团有限公司为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战略

汇智基金是一致行动人。 

（2）除上述情况以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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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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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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交易性金融资产 2,512,556,936.98 4,521,934,194.83 -44.44 

衍生金融资产 6,002,916.55 2,301,082.75 160.87 

存货 9,181,087,299.58 5,796,286,108.18 58.40 

合同资产 1,304,770,085.98 
 

不适用 

长期待摊费用 30,060,518.99 22,941,633.58 31.03 

预收款项 
 

4,296,386,988.11 -100.00 

合同负债 4,502,354,517.96 
 

不适用 

应付职工薪酬 355,976,206.38 203,907,436.12 74.58 

应交税费 420,002,780.15 889,192,651.77 -52.7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9,331,111.11 3,627,654.05 157.22 

其他流动负债 1,006,866,138.16 
 

不适用 

长期借款 200,000,000.00 
 

不适用 

应付债券 999,021,212.56 
 

不适用 

其他综合收益 -37,912,831.78 -15,163,008.99 不适用 

(1)交易性金融资产较上年末减少44.44%，主要系公司收回部分到期结构性存款所致。 

(2)衍生金融资产较上年末增加160.87%，主要系公司锁定外汇合约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所致。 

(3)存货较上年末增加58.4%，主要系公司业务增长、在手合同备货增加所致。 

(4)合同资产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相关规定确认的合同资产所致。 

(5)长期待摊费用较上年末增加31.03%，主要系公司下属单位承租房产的装修费用增加所致。 

(6)预收款项较上年末减少100%，主要系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将预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致。 

(7)合同负债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将预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增加74.58%，主要系公司计提薪酬暂未发放所致。 

(9)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减少52.77%，主要系公司支付期初应交税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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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增加157.22%，主要系公司根据流动性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借款和债券利息重分类所致。 

(11)其他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公司本年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及计提利息所致。 

(12)长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公司本年新增的借款所致。 

(13)应付债券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公司本年发行的公司债及计提相关利息所致。 

(14)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末减少，主要系汇率变动导致公司下属海外单位外币报表折算差异增加所

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同期发生数 变动比例（%） 

财务费用 19,256,286.33 -27,337,665.56 不适用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24,042,344.28 36,241,777.79 -33.66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61,190.42 88,093.64 -282.98 

营业外收入 34,604,122.05 22,112,520.31 56.49 

营业外支出 2,803,049.13 1,063,098.72 163.67 

所得税费用 511,297,250.44 341,181,230.17 49.86 

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194,074,984.16 137,707,542.51 40.93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3,870,604.51 13,029,615.22 -283.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2,875,891.56 -6,300,014.89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4,115,641.72 1,192,914,600.84 -81.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1,224,604.04 -912,467,742.51 不适用 

(1)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汇率波动产生的汇兑收益减少所致。 

(2)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33.66%，主要系计提的结构性存款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3)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282.98%，主要系本年零星资产处置损失所致。 

(4)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56.49%，主要系本年收到的违约金、核销的无需支付的应付款项所

致。 

(5)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163.67%，主要系支付诉讼涉及的费用所致。 

(6)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49.86%，主要系利润总额增长和汇算清缴差异变化所致。 

(7)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40.93%，主要系控股单位利润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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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283.2%，主要系汇率变动导致公司下属海外单位外币

报表折算差异增加所致。 

(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采购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1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81.21%，主要系本年购买结构性存款支付的现

金增加所致。 

(1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年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公司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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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现金方式

向全资子公司国电南瑞南京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增资10.00亿元。截止本报告期末，该公司工商变更

登记工作正在进行中。（具体详见2020年8月29日、9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公告） 

2、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进行现金管理。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已实施上述现金管理事项。（具

体详见2020年9月26日、9月2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公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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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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冷俊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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