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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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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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许雷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陈多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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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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007,833,073.72 1,972,788,809.86 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70,728,605.37 1,146,047,711.65 2.1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5,735,663.49 84.19% 979,620,793.66 4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238,459.38 216.50% 34,680,816.03 5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817,971.14 309.28% 35,078,691.34 144.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1,075,244.46 67.35% -160,123,475.11 56.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3 217.19% 0.0688 52.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3 217.19% 0.0688 52.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9% 0.62% 2.98% 1.1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4,4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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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579.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0,538.1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560.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0,724.56  

合计 -397,875.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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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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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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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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新力达电

子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75% 225,447,117 41,666,640 质押 179,966,640 

许伟明 境内自然人 7.06% 35,576,896 0 

质押 18,563,800 

冻结 2,000,000 

沈培今 境内自然人 6.57% 33,083,300 33,083,300 质押 33,083,300 

西藏博启彰驰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7% 19,000,000 19,000,000 质押 19,000,000 

江西伟宸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7% 10,416,660 10,416,660 质押 10,416,66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夏盛世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2,953,700 0   

深圳永宁现代包

装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8% 1,431,545 0   

李桂珍 境内自然人 0.21% 1,057,600 0   

丁宏 境内自然人 0.20% 987,800 0   

明清 境内自然人 0.18%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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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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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83,780,477 人民币普通股 183,780,477 

许伟明 35,576,896 人民币普通股 35,576,89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盛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53,7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3,700 

深圳永宁现代包装实业有限公司 1,431,545 人民币普通股 1,431,545 

李桂珍 1,05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7,600 

丁宏 987,800 人民币普通股 987,800 

明清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邹伟 880,6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600 

深圳市华江实业有限公司 560,520 人民币普通股 560,520 

韩育勤 5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因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许伟明先生于 2019 年 5 月 6 日因病逝世，徐琦女士、许珊

怡女士、许莎莉女士、许家文女士作为许伟明先生的继承人共同继承遗产，继承完成后，

徐琦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20,985,560 股，持股比例为 4.17%，许珊怡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6,295,667 股，持股比例为 1.25%，许家文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6,295,669 股，持股比例为

1.25%，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本次继承相关股份的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徐琦女士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若过户手续完成后，徐琦女士、许珊怡女士、许莎莉女士、许家文女

士与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江西伟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2、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公司股东丁宏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759,0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为 228,8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数量

为 987,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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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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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称 期末余额/本报告期 期初余额/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53,190,305.56  503,892,297.50 -49.75% 主要系本期随着业务

增长导致现金支出增

加所致 

应收票据 17,517,048.88  16,064,647.93 9.04%   

应收账款 398,874,998.39  387,779,647.74 2.86%   

应收保理款 400,445,642.79  348,376,309.32 14.95% 主要系本期应收保理

业务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7,798,615.25  13,604,916.94 30.82% 主要系本期支付保证

金及备用金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114,892,131.22  28,174,031.21 307.79%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

司随着业务增长导致

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存货 331,732,063.32  226,350,883.47 46.56%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随

着公司业务增长导致

库存备货及发出商品

存货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4,523,234.83  16,033,462.46 52.95% 主要系本期留抵进项

税额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880,944.14  1,952,894.75 -3.68%   

投资性房地产 41,497,426.76  44,399,081.45 -6.54%   

固定资产 298,387,157.76  265,237,665.71 12.50%   

在建工程 9,428,542.67  13,900,231.95 -32.17%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

司在建生产线完工转

入固定资产所致 

无形资产 53,890,359.79  45,555,495.58 18.30%   

商誉 11,042,774.78  11,042,771.78 0.00%   

长期待摊费用 3,547,024.47  4,082,419.24 -13.11%   

递延所得税资产 29,184,806.11  26,641,928.78 9.54%   

短期借款 454,585,366.94  423,049,518.34 7.45%   

应付票据 45,746,344.54  26,438,871.40 73.03%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随

着公司采购业务增长

导致应付票据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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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应付账款 149,746,532.48  96,293,443.85 55.51%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随

着公司业务增长导致

采购业务应付款增加

所致 

应交税费 8,816,659.49  10,891,623.95 -19.05%   

预收账款 25,460,739.91  15,935,684.95 59.77% 主要系报告期内随着

业务增长导致预收款

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6,467,890.44  12,428,856.14 32.50% 主要系本期计提职工

工资、奖金及福利费

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771,926.91  36,968,812.15 -97.91% 主要系本期归还外部

借款影响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76,070.00  65,103,051.00 -99.88%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

司归还部分融资租赁

借款所致 

营业收入 979,620,793.66  673,529,772.91 45.45%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

电子制程及建筑装饰

新材业务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829,289,200.98  536,449,409.51 54.59% 主要系报告期内随着

业务增长导致营业成

本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49,332,749.32  32,985,769.92 49.56% 主要系因营业收入增

长带来销售人员薪酬

及业务拓展费用增加 

管理费用 52,421,109.60  45,912,696.80 14.18% 主要系因营业收入增

长导致管理费用同比

增加 

财务费用 -691,007.80  17,193,782.62 -104.02% 主要系在报告期内偿

还融资租赁借款减少

利息费用及根据公司

业务情况部分财务费

用计入保理及供应链

业务营业成本 

研发费用 8,488,259.63  7,818,517.31 8.57%   

信用减值损失 3,563,431.59  -18,437,988.84 119.33% 主要为冲回前期计提

的应收账款减值影响

所致 

投资收益 -71,950.61  9,275,044.93 -100.78% 主要为上年同期公司

转让广东富源科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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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及投资理

财产生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 220,147.11  263,158.77 -16.34%   

净利润 28,904,968.95  19,828,822.55 45.77%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

业务增长带来利润同

比增长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123,475.11  -371,580,227.09 56.91%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

收回前期开展产业配

套服务等业务支付的

现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302,212.04  380,501,630.09 -112.96%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

转让广东富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收

购前期投资理财及收

购深圳市科素花岗玉

有限公司综合影响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586,683.85  -86,034,311.17 17.96% 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

融资租赁借款影响所

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79,754,587.94  -76,757,935.58 -264.46% 主要系受上述三项因

素综合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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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止2019年9月30日，公司已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1,742,5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3459%，购买的最高成交价为5.96元/股，购买的最低成交价为5.41元/股，支付总金额为9,999,922.31元（含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计划已于2019年10月9日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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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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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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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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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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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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