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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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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李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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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913,864,476.30 58,161,668.17 58,161,668.17 4,90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99,889.13 -23,790,940.09 -23,790,940.09 100.4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

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9,080,432.23 49,383.26 49,383.26 119,536.56% 59,981,290.91 4,044,711.26 4,044,711.26 1,38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654,050.90 -10,232,533.74 -10,232,533.74 83.84% -9,014,506.82 -49,332,577.17 -49,332,577.17 8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61,011.33 -10,295,224.48 -10,295,224.48 80.95% -9,442,712.65 -49,691,912.34 -49,691,912.34 81.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88,791,762.71 -5,630,999.05 -5,630,999.05 -1,476.84% -97,716,807.39 -27,587,482.99 -27,587,482.99 -254.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0 -0.0125 -0.0125 84.00% -0.0110 -0.0604 -0.0604 81.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0 -0.0125 -0.0125 84.00% -0.0110 -0.0604 -0.0604 81.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47% -6.64% -6.64% 37.11% 76.10% -28.41% -28.41% 104.5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的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并编制了《关于盈方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公司所聘任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事务所”）

已出具相关审核报告（容诚专字[2020]250Z0052 号），具体情况请查阅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已实施完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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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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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75.8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2,276.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46.74  

合计 428,205.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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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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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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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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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19% 124,022,984 94,520,248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45% 69,000,000 69,000,000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6% 37,259,600 37,259,600   

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0% 12,230,400 0   

山东麦格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 10,035,516 0   

张冰 境内自然人 0.95% 7,777,576 7,777,576   

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3% 6,000,400 6,000,400 
冻结 6,000,400 

质押 6,000,000 

杨海华 境内自然人 0.57% 4,650,000 0   

陈森元 境内自然人 0.55% 4,465,600 0   

赵伟尧 境内自然人 0.43% 3,51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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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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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9,502,736 人民币普通股 29,502,736 

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230,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30,400 

山东麦格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35,516 人民币普通股 10,035,516 

杨海华 4,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50,000 

陈森元 4,4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4,465,600 

赵伟尧 3,517,3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7,300 

沈振兴 3,373,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73,000 

王彩霞 3,021,231 人民币普通股 3,021,231 

刘淑芳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汪贝 2,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元投资”）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在其他股东之间，公司

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股东刘淑芳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

司股份 3,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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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416,028,662.16  8,976,493.99  15,674.85%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应收票据 78,431,286.17  -  -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应收账款 779,769,555.45  7,375,105.96  10,472.99%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预付款项 29,242,452.07  326,054.79  8,868.57%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其他应收款 54,988,913.04  2,152,940.28  2,454.13%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存货 78,690,475.32  2,790,729.52  2,719.71%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005,614.03  945,934.94  852.03%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固定资产 4,071,611.99  1,049,950.73  287.79%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及存货转为固定资产所致 

无形资产 585,780.35  34,544,457.96  -98.30% 主要系重大资产出售，处置置出资产所致 

商誉 461,829,118.76  - - 主要系公司非同一控制下重大资产购买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623,204.63  - -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597,802.33  - -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短期借款  754,000,000.00  - -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应付票据  625,000,000.00   - -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应付账款 511,634,176.51  38,849,724.91  1,216.96%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合同负债 542,694.92  - -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应交税费 25,344,634.48  1,184,837.97  2,039.08%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其他应付款 855,578,976.15  23,824,233.08  3,491.21%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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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负债 0.00  7,817,760.56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出售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7,423,056.07  -4,604,553.95  261.21%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和出售所致 

盈余公积 0.00  5,751,138.1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出售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29,536,061.75  -7,927,982.43  1,733.91%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9,981,290.91   4,044,711.26  1,382.96%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营业成本  54,427,328.86   5,602,150.99  871.54%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税金及附加   478,064.31   1,686,841.04  -71.66%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交税金进项部分增加导致相应税金

及附加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13,394,941.74  38,508,017.94  -65.22% 主要系公司控本降费所致  

研发费用   2,727,408.04   8,469,906.94  -67.80% 主要系因疫情影响导致本期研发费用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4,296,323.25  -3,171,713.63  -35.46%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9,704.28   -262,007.44  96.30% 主要系本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910,284.32  -2,072,084.24  288.71% 
主要系收回部分应收款项，相应转回已计提坏账准备所

致  

其他收益   97,975.82   48,110.65  103.65%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     320,364.55  -100.00%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较上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332,276.75  - - 主要系收到政府相关疫情补贴所致 

营业外支出   -     7,893.91  -100.00% 主要系本期未发生且上期数额小所致  

所得税费用   1,641,745.90   -200,039.92  920.71%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7,716,807.39   -27,587,482.99  -254.21%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购买，合并相关控股子公

司财务数据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6,095,644.49    3,047,490.83  -10,144.19% 主要系本期取得子公司支付的现金净额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1,905,641.17  - -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重组股东及相关交易方

借款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1,021.12   463,451.41  -108.85%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导致的汇兑损益减少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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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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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重大资产出售的相关事项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九次会议和第十一次会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交易对方之一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547）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年7月，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各方签署了《交割确认函》，公司出售的标的资产上海岱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已转让至受让方绍兴舜元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实施完毕；2020年9月，重大

资产购买的交易各方签署了《资产交接确认书》，公司取得购买标的资产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科”）

51%的股权及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51%的股份，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交易实施完毕。 

     2、控股子公司投资设立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华信科为推动其主营业务的进一步发展、优化业务布局，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绍兴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华信科”），该事项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2020年10

月20日，绍兴华信科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绍兴市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请查阅公

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资产重组 

2020 年 07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57 

2020 年 07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58 

2020 年 07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59 

2020 年 08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65、2020-067 

2020 年 09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72、2020-073、

2020-074 

2020 年 09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75 

2020 年 09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76 

2020 年 09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77 

2020 年 09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78 

控股子公司投资设立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1 

2020 年 10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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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上海盈

方微电

子技术

有限公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自盈方微电子受让的公司股份过户完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上市公司 2014 年

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

2014年 05

月 15 日 

自承诺履

行完毕 

舜元投资

代为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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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下

简称“盈

方微电

子”） 

元，2015 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2,500 万元；若未能实现上述任一年度的净利润

承诺数，则盈方微电子应在公司以上各年度审计

报告正式出具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

向上市公司予以补偿。若盈方微电子未能按期按

承诺向公司以现金补足补偿金额的，陈志成承诺

将在盈方微电子上述义务到期日之日起十个工

作日内以现金向公司补足。2020 年 7 月 6 日，舜

元投资出具的《关于代为垫付业绩补偿差额款的

承诺函》已生效，盈方微电子同意由舜元投资代

其向公司垫付关于 2015 年度业绩补偿差额款。 

张冰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按所持盈方微电子原限售股份的比例承接因公

司会计差错更正而导致的盈方微电子关于公司

2015 年度业绩补偿差额款。2020 年 7 月 6 日，

舜元投资出具的《关于代为垫付业绩补偿差额款

的承诺函》已生效，张冰同意由舜元投资代其向

公司垫付关于 2015 年度业绩补偿差额款。  

2020年 07

月 06 日 

自承诺履

行完毕 

舜元投资

代为履行

完毕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公司已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容诚事务所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出具了《关于公司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容诚专字[2020]250Z0052 号），根据盈方微电子关于公司 2015

年度的业绩补偿承诺，盈方微电子及各受让盈方微电子原限售股份的股东应于该审核报告出具后的

二十个工作日内（2020 年 5 月 27 日前）以现金方式向公司予以补偿。截至 2020 年 5 月 27 日，公司

累计收到舜元投资、东方证券、华融证券及徐缓合计向公司支付的业绩补偿款差额 21,413,313.88 元；

尚未收到盈方微电子关于公司 2015年度业绩补偿款差额 649,211.58元及张冰先生所持盈方微电子原

限售股份所对应的业绩补偿款差额 841,492.62 元。盈方微电子及张冰关于公司 2015 年度业绩补偿承

诺未及时履行。 

2020 年 7 月 6 日，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上海舜元企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代为垫付 2015 年业绩补偿差额款的议案》，2020 年 7 月 6 日，舜元投资出具的《关于代

为垫付业绩补偿差额款的承诺函》已生效，盈方微电子及张冰同意由舜元投资代其向公司垫付关于

2015 年度业绩补偿差额款。2020 年 7 月 14 日，公司收到舜元投资代盈方微电子及张冰垫付的业绩

补偿差额款合计 1,490,704.20 元。盈方微电子及张冰关于公司 2015 年度业绩补偿差额款承诺已由舜

元投资代为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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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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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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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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9 月 30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在避免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前提

下，对公司经营情况作出说明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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