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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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东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东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路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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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7,448,382.09 3,553,313,875.22 -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20,758,391.88 2,436,954,708.87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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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412,911.44 -306,313,474.69 -4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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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732,221.43 769,960,686.00 -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643,922.93 -57,411,993.15 -8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076,555.44 -58,539,908.74 -82.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4 -2.39 减少 2.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18 -8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18 -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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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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83.21 116,8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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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4.23 1,278,6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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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334.6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091.38 -48,087.8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06.07  

所得税影响额 -10,798.07 -198,686.43  

合计 101,767.99 1,432,6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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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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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61,881,000 19.0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363,349 2.27 0 未知  未知 

武汉睿福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3,229,394 1.00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李淑英 1,953,609 0.6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汤臻浩 1,660,000 0.5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

托·方信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00,000 0.49 0 
未知 

 其他 

袁广凤 1,558,232 0.4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马瑜 1,501,900 0.4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赵功锋 1,498,576 0.4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马琳 1,295,833 0.4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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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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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61,881,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881,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363,349 人民币普通股 7,363,349 

武汉睿福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229,394 人民币普通股 3,229,394 

李淑英 1,953,609 人民币普通股 1,953,609 

汤臻浩 1,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0,000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

托·方信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 

袁广凤 1,558,232 人民币普通股 1,558,232 

马瑜 1,50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1,900 

赵功锋 1,498,576 人民币普通股 1,498,576 

马琳 1,295,833 人民币普通股 1,295,8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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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科目 期末 上期期末 差异变化 增减幅度（%） 

其他应收款 300,470,064.79 91,965,339.18 208,504,725.61 226.72 

存货 150,577,142.41 82,686,753.45 67,890,388.96 82.11 

开发支出 47,088,509.21 11,562,185.58 35,526,323.63 307.26 

应交税费 12,372,401.10 20,888,174.94 -8,515,773.84 -40.77 

递延收益 1,698,777.62 198,777.62 1,500,000.00 754.61 

1)、其他应收款较上期期末增长 226.72%，主要系应收股利增加所致； 

2)、存货较上期期末增长 82.11%，主要系未完工项目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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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发支出较上期期末增长 307.26%，主要系研发项目未完工所致； 

4）、应交税费较上期期末减少 40.77%，主要系缴纳税金所致； 

5）、递延收益较上期期末增长 754.61%，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拨款所致。 

2、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科目 本期 上期 差异变化 增减幅度（%） 

财务费用 -10,418,498.49 -402,356.65 -10,016,141.84 -2,489.37 

投资收益 16,806,371.91 52,790,501.40 -35,984,129.49 -68.16 

营业外收入 168,729.98 9,988.55 158,741.43 1,589.23 

1)、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2,489.37%，主要系定期存单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2）、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68.16%，主要系公司参股公司浪潮乐金受外部环境影响，市场竞争

加剧，其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所致； 

3）、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589.23%，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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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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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东风 

日期 2020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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