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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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肖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晓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张茂林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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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95,642,359.77 678,726,682.01 -1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749,534.56 48,342,946.01 3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2,379,213.96 26,057,712.92 101.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3,765,551.09 128,037,361.99 82.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4 0.0234 34.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4 0.0234 34.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8% 0.92%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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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4,816,429.99 4,896,046,399.16 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90,791,964.19 2,179,679,922.20 5.1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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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1,938.8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1,677.1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27,020.1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6,275.35  

合计 11,370,32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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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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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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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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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奋 境内自然人 35.66% 725,045,372 555,503,454 质押 513,023,599 

文忠泽 境内自然人 4.82% 97,925,363 97,920,426 冻结 97,925,363 

张敬明 境内自然人 3.15% 64,145,057 64,145,057 冻结 64,145,057 

董小林 境内自然人 3.10% 63,019,706 63,019,706 冻结 63,019,706 

肖勇 境内自然人 2.90% 58,972,646 47,079,484 质押 53,432,646 

肖晓 境内自然人 1.92% 38,953,377 29,215,033 质押 32,260,000 

肖文英 境内自然人 1.90% 38,645,402 0 质押 30,571,323 

深圳市泓锦文

大田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82% 37,016,113 0   

肖韵 境内自然人 1.67% 33,964,253 25,473,190 质押 33,720,000 

金元顺安基金

－浙商银行－

华润信托－华

润信托·增利

42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45% 29,48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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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奋 169,541,918 人民币普通股 169,541,918 

肖文英 38,645,402 人民币普通股 38,645,402 

深圳市泓锦文大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7,016,113 人民币普通股 37,016,113 

金元顺安基金－浙商银行－华

润信托－华润信托·增利 42 号

单一资金信托 

29,485,282 人民币普通股 29,48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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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基金－杭州银行－华润深

国投信托－华润信托·增利 33

号单一资金信托 

24,208,971 人民币普通股 24,208,97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21,770,667 人民币普通股 21,770,667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玄元六度元宝 5 号私募投资基

金 

20,691,427 人民币普通股 20,691,427 

刘方觉 16,696,478 人民币普通股 16,696,47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080,424 人民币普通股 15,080,424 

肖武 13,709,968 人民币普通股 13,709,9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刘方觉为控股股东肖奋配偶，肖韵为肖奋之女，肖文英为肖奋

姐姐，肖勇为肖奋弟弟，肖武为肖奋弟弟，肖晓为肖奋妹夫。公司其他前 10 名股东

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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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0/3/31 2019/12/31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637,880,713.51  923,325,128.11  -30.91% 
主要系去年四季度为销售旺季，到

期货款收回所致 

预付款项 83,792,296.98  11,748,191.96  613.24% 主要系预付设备款和材料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4,854,648.74  50,841,688.05  47.23% 

主要系前期预付设备订金设备主

要系前期预付设备订金设备 

到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37,900.00  9,509,413.90  -95.40% 
主要系前期预付设备订金到发票

冲账所致 

应付票据 158,032,704.16  333,223,832.44  -52.57% 
主要系支付供应商货款承兑到期

支付所致 

预收款项 94,035,054.42  62,463,400.58  50.54% 
主要系收到新项目或新客户预付

的货款订金所致 

应交税费 23,924,972.90  40,671,309.08  -41.17% 
主要系去年四季度为销售旺季应

交税金较多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4,179,459.66  201,964,552.74  -97.93% 主要系长期款项重分类所致 

长期借款 550,000,000.00  250,000,000.00  120.00% 主要系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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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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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9,600 9,100 0 

合计 29,600 9,1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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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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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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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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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