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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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姜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立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立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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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4,444,422.57 1,554,921,573.61 1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349,771,498.07 1,202,649,043.82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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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41,060.59 -44,126,467.24 -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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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028,433.83 369,865,303.65 4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61,456,484.06 124,066,351.82 3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12,812,749.96 94,744,602.76 19.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7 11.85 增加 0.8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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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729 0.9012 3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729 0.9012 30.15 

注： 

1、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按本报告期期末的股份数进行调整计算。 

2、2020 年 8 月 19 日，公司与朱付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持有的南京佗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

（对应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5100 万元）。本次收购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将南京

佗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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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42.99 -106,84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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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03,725.23 51,113,9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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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0,460.79 4,609,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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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489.00 -283,4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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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409.07 6,770,421.5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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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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706.64 -487,565.1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525,491.37 -4,525,491.37  

所得税影响额 -5,403,055.44 -8,447,189.96  

合计 31,398,009.65 48,643,7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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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 

股东总数（户） 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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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付云 4,380.60 31.60 4,380.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南京瑞蓓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2,116.80 15.27 2,116.80 无 0 其他 

南京诗洁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882.00 6.36 882.00 质押 336.00 其他 

张静 784.00 5.65 784.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许春山 646.80 4.67 646.80 质押 86.20 境内自然人 

兰新力 646.80 4.67 646.80 质押 86.20 境内自然人 

江苏华泰战略新

兴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496.0267 3.58 0 未知 -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四组合 
233.1320 1.68 0 未知 -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

易方达价值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67.1854 1.21 0 未知 -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154.1165 1.11 0 未知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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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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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江苏华泰战略新兴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496.0267 人民币普通股 496.0267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233.1320 人民币普通股 233.1320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

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67.1854 人民币普通股 167.165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4.1165 人民币普通股 154.1165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2.5246 人民币普通股 132.5246 

袁琴美 100.1114 人民币普通股 100.1114 

中航基金－徐国新－中航

基金丹寅 1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83.6100 人民币普通股 83.6100 

李晋 83.3700 人民币普通股 83.3700 

陈志瑛 4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8000 

潘深田 44.7100 人民币普通股 44.7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南京瑞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朱付云实际控

制的企业。张静为朱付云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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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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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

产 
215,666,336.47 393,052,163.62 -45.13 

主要系报告期内结构性

存款到期后，部分用于

日常经营及募集项目支

出所致 

应收票据 5,349,286.41 86,050,177.82 -93.78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回

款中商业承兑汇票回款

额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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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481,844,988.91 174,729,111.21 175.77 

主要系报告期内随公司

营业收入增长，应收账

款相应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7,653,489.84 11,628,845.00 -34.1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

回的投标保证金增加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3,379,135.65 6,144,499.44 -45.01 
主要系报告期内待抵扣

的进项税额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241,881,737.48 72,903,970.75 231.78 
主要系报告期内募投项

目建设支出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 23,381,812.47 14,334,539.17 63.12 

主要系报告期内尚处在

开发阶段的机器人技术

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50,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短

期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7,483,517.00 500,000.00 1,396.70 

主要系报告期内使用银

行承兑票据支付供应商

货款的金额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33,707,213.16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

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

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致 

合同负债 68,172,540.97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

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

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0,725,550.34 44,244,806.40 -53.16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

2019年度员工年终奖金

所致 

应交税费 27,822,521.62 44,048,799.29 -36.84 
主要系报告期末应交增

值税较期初减少所致 

股本 138,638,738.00 99,027,670.00 4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408,362.77 -3,973,070.16 -39.38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款

项融资公允价值变动所

致 

少数股东权益 2,827,732.57 -30,970.80 -9,230.32 

主要系报告期内同一控

制下合并南京佗道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 1-9月 2019年 1-9月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27,028,433.83 369,865,303.65  42.4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业务

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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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9月 2019年 1-9月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216,055,108.97 130,863,263.85  65.10  

主要系报告期内随营业收

入的增加，营业成本相应

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58,894,517.00 39,454,860.45 49.27  

主要系报告期内为提高公

司持续竞争能力，加大了

相关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1,963,776.27 -7,101,498.11 -127.65  
主要系报告期内票据贴现

利息及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0,753,633.34 6,885,603.78 56.18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增

值税即征即退税款增加所

致 

投资收益 9,676,535.71 13,826,586.04 -30.02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所

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6,770,421.53  不适用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所

致 

信用减值损失 -12,819,694.64 -8,049,679.81 59.26  

主要系报告期内随应收账

款增加，计提的坏账准备

相应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01,176.42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 51,462,751.33 21,434,721.72 140.09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

府补助款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850,076.42 569,926.13 49.16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的捐

赠款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4,136,190.81 21,600,911.28 58.03  

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润总额

增加，计提的所得税费用

相应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0,753,338.44  6,885,603.78  56.17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增

值税即征即退税款增加所

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54,810,923.02  37,080,927.61  47.81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

府补助款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139,095,140.54  89,887,854.76  54.74  

主要系报告期内随公司规

模扩大，员工人数增加，

支付的人员费用相应增

加，以及支付2019年度员

工年终奖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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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支付的各项税费 76,442,108.15  54,813,843.19  39.46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了上

期末计提的企业所得税及

增值税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211,894,657.48  67,219,751.47  215.23  
主要系报告期内募投项目

支出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108,000.00  20,730,196.00  -99.48  

主要系报告期内同一控制

下合并南京佗道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支付

投资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148,671,111.12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银行

短期借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100,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银行

短期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27,316,090.64  45,370,379.03  -39.79  
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润分配

金额较上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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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0年8月18日、2020年9月9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0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9日、2020年9

月10日在上交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0年10月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提交关于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材料，并于2020年10月3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单》（受理号：202903）。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31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在推进中，并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能否获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具体进展情况，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2020年8月19日，公司与朱付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持有的南京佗道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佗道医疗公司”）51%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5100万元），由于佗

道医疗公司尚未开展对外经营，净资产为负，双方参考净资产协商确认股权转让的价款为人民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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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20年8月24日，佗道医疗公司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会计准

则的规定，佗道医疗公司纳入公司报表合并范围，报告期内佗道医疗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2,897,460.05元,因本次合并对本期期初合并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调整数 
调整前 调整后 

货币资金 244,790,943.28 244,794,410.95 3,467.67 

递延所得税资产 9,443,270.61 9,446,597.23 3,326.62 

其他应付款 22,250,188.80 22,320,188.80 70,000.00 

未分配利润 464,604,267.90 464,572,032.99  -32,234.91  

少数股东权益 0.00  -30,970.80 -30,9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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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姜杰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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