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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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剑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俊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彧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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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6,191,739,047.86 56,924,829,219.42 56,924,829,219.42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485,796,319.71 12,578,193,939.89 12,578,193,939.89 -0.7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53,506,836.62 190,883,581.04 190,883,581.04 189.9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2,217,264,385.24 15,431,056,132.56 15,431,056,132.56 -2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9,435,370.36 277,604,784.99 277,604,784.99 -7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6,592,012.64 290,346,672.62 290,346,672.62 -4.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7 2.22 2.22 
减少 1.75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3 0.32 -78.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3 0.32 -78.26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汽车产业链在 2020年面临较大的挑战。截止一季度末，全球轻型

汽车产量同比下降 24%，国内同比下降幅度更甚。受上述情况影响，公司在一季度实现营收

122 亿元，虽同比出现下滑，但仍高于行业平均增速 3 个百分点以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非净利润虽出现一定下滑，但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受到疫情与安全业务整合的双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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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产生了较大的非经常性损益，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每股收益以及净资产收

益率同比出现较大波动。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销售回款，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有了较大幅度提升，进一步充实了现金储备。 

 

营业收入：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本期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受新冠疫情影响，营业收入有所下降，使得本期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所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提高了销售回款效率，使得经营活动的收款有所增长。 

总资产：总资产下降主要因公司加强营运管理，特别是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和管理，优化资

金结构，使得公司当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等经营性资产期末余额降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差异主要系本期因汇率波动而产生的外币报表折算差异损失

所致。 

每股收益：下降主要系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所致。 

净资产收益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为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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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7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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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7,880.3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509,2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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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77,164.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21,027,063.71 新冠疫情影响参见说明 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4,628,237.36  

所得税影响额 8,313,568.25  

合计 -217,156,642.28  

  

说明 1：本公司业务遍布全球，自一月末起亚洲、欧洲、北美各地工厂先后根据各地各级政

府的要求停工停产协同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对本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导致停产

期间销售收入无法实现，而同时公司及各子公司在停工期间仍然不可避免的发生人工、折旧和摊

销等固定费用。新冠疫情对于公司的业务影响属于特殊性和偶发性的不可抗力因素，本公司将停

工期间的固定人工、折旧和摊销费用作为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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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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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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476,840,782 38.54 0 质押 337,183,999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中信期货工

银量化宏观配置资产管理计划 
36,432,421 2.94 0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5,248,422 2.85 0 无 0 国有法人 

王剑峰 32,876,959 2.66 0 质押 30,500,000 境内自然人 

浙江浙商产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382,363 2.62 0 质押 32,382,363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万向信托

－万向信托－均胜 2号事务管理类

单一资金信托 

29,508,505 2.38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431,234 2.30 0 无 0 未知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万向信托

－万向信托－均胜 1号事务管理类

单一资金信托 

14,098,526 1.14 0 无 0 其他 

袁红 9,874,400 0.8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9,000,000 0.73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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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476,840,782 人民币普通股 476,840,782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中信期货工银量化宏观配置

资产管理计划 
36,432,421 人民币普通股 36,432,42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5,248,422 人民币普通股 35,248,422 

王剑峰 32,876,959 人民币普通股 32,876,959 

浙江浙商产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382,363 人民币普通股 32,382,363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万向信托－万向信托－均

胜 2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29,508,505 人民币普通股 29,508,50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431,234 人民币普通股 28,431,234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万向信托－万向信托－均

胜 1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14,098,526 人民币普通股 14,098,526 

袁红 9,874,400 人民币普通股 9,874,400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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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王剑峰先生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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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货币资金 5,935,330,813.01 6,579,622,543.81 -9.79 

应收账款 7,046,071,250.03 8,281,951,475.17 -14.92 

存货 7,588,721,485.83 7,287,081,172.45 4.14 

应付账款 9,004,991,234.65 9,720,108,182.96 -7.36 

其他说明：  

以上科目的变化主要是疫情影响下营业收入减少而导致，但公司加强了营运资金的管理，经

营现金流持续改善。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12,217,264,385.24  15,431,056,132.56 -20.83 

营业成本    10,091,464,154.37  12,784,735,027.16 -21.07 

销售费用      330,942,101.85       362,936,408.27 -8.82 

管理费用       816,960,883.15       822,330,070.84 -0.65 

研发费用      570,195,584.93       527,403,486.75 8.11 

财务费用 302,704,402.49       256,363,332.59 18.08 

其他说明：  

营业收入：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本期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的下降趋势基本一致。  

研发费用：研发费用的增长主要因对新获取订单的持续研发投入所致。由于前期安全业务和新

能源汽车领域新获订单数量较多，与生产活动相比研发活动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本期研

发费用保持稳定增长。 

财务费用：主要因本期各主要币种汇率波动较大，产生了较大的汇兑损失。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3,506,836.62    190,883,581.04 189.9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4,802,228.46   -453,462,332.70 123.7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108,978.38   -160,662,978.90 30.15 

其他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一季度提高销售回款效率，使得经营活动的收款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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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了配合特斯拉中国工厂的生产计划，本期增加了临港工厂

的资本支出的投入，使得投资活动的现金支出较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一季度继续根据安排偿还部分借款，使得本期筹资活动现金

流出继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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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自2020年年初爆发以来，对全

球汽车行业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和主机厂停工停产的

影响，公司位于全球各地的子公司从疫情爆发以来，部分处于停工或者半停工状态。截止本报告

日，公司以及位于中国的子公司已自2020年2月10日起，逐步恢复生产经营，而欧洲、北美和亚洲

地区的部分工厂正在为复工复产做积极的准备工作。公司已汇总了全球各子公司在一季度由于疫

情影响而停工的期间内发生的固定人工费用以及折旧和摊销费用作为一次性非经营性项目进行披

露。 

公司高度重视新冠疫情的变化，成立了专门的疫情防控小组，严格执行全球各国政府对新冠

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和要求，抗击新冠疫情，降低对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除逐步推进各子公

司复工复产外，公司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发动全球资源，充分发挥智能制造的优势，开展防疫

物资生产，支援全球抗疫。疫情爆发初期，公司管立即启动疫情响应，快速投入了各类医用防护

产品生产中，在宁波已投产普通医用口罩产线11条，高标准（N95/KN95/FFP3）口罩产线6条，形

成日产各类高标准口罩150万片的能力，已累计生产口罩5000万片；在北美配合整车企业研发呼吸

机，与福特合作研发和生产高标准可多次重复使用的医用防护服，目前周产能达10万件。 

随着疫情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相对稳定，各大整车企业已开始逐步复产。在国内，主要的整

车企业的生产已基本恢复，销售端的情况也在回暖；在欧洲，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停工后，主要整

车企业最近也已经或准备重启生产；在北美，美国与加拿大的大多数整车厂计划在5月初恢复生产。

公司将根据客户的复工和复产情况，积极调整产能、提升生产效率，迎接产业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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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对公司一季度的正常生产造成影响。虽然目前中国地

区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欧美地区疫情也有趋于平稳的迹象，但全球整体疫情形势仍较严峻，整

车企业在欧美地区的复工复产仍处于初期阶段，这对公司订单的获取和产品交付带来一定困难，

这些风险将给公司2020年上半年业绩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名称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剑峰 

日期 2020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