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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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莫林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莫思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春

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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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5,978,125,394.58 6,225,409,012.08 -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16,595,420.30 2,732,538,704.89 -4.2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74,763.47 -5,857,053.87 -140.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83,730,532.46 646,432,306.86 -2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607,119.29 18,733,871.26 -72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0,429,348.02 17,942,644.17 -771.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6 0.67 减少 5.03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36 0.0152 -715.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36 0.0152 -715.79 

本报告期净利润-11,660.71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3,534.10万元，主要系：1、本报告期

由于汽车线束订单不及预期、老项目每年年降的影响，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净利润比上年

同期减少 2,938万元；2、通信科技板块，由于运营商招标价大幅度下调，销售价格下降，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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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材料、人员工资等成本无法相应下降，导致利润下滑；3、本报告期由于汽车销售市场低迷，

联营企业上海东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利润下降，公司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

5,190万元；4、苏州波特尼电气系统有限公司利润下降，公司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比上年同

期减少 2,700万元； 5、新冠疫情对于公司、联营企业及投资参股企业的复工复产都有一定程度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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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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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4,328.12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2,033,36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8,786.5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55.6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96,525.82  

所得税影响额 -1,151,201.77  

合计 3,822,22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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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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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鼎集团有限公司   456,896,247 36.68 0 质押 259,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东昌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    
48,111,539 3.86 0 未知  其他 

上海东昌广告有限公

司 
35,750,156 2.87 0 未知  其他 

高雅萍   7,632,154 0.61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7,305,993 0.59 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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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泰中证全

指通信设备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7,117,990 0.57 0 未知  其他 

曾维 6,500,000 0.52 0 未知  未知 

天津道可明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4,873,760 0.39 0 未知  其他 

石炎军 4,515,180 0.36 0 未知  未知 

苏博 4,122,146 0.33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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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鼎集团有限公司  456,896,247 人民币普通股 456,896,247 

上海东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48,111,539 人民币普通股 48,111,539 

上海东昌广告有限公司 35,750,156 人民币普通股 35,750,156 

高雅萍  7,632,154 人民币普通股 7,632,15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305,993 人民币普通股 7,305,99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

证全指通信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7,117,990 人民币普通股 7,117,990 

曾维 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00,000 

天津道可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873,760 人民币普通股 4,873,760 

石炎军 4,515,180 人民币普通股 4,515,180 

苏博 4,122,146 人民币普通股 4,122,1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 10名股东中，永鼎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与其他 9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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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前 10名股东中, 上海东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东

昌广告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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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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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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报

表项目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3,755,126.77  28,761,940.74            -15,006,813.97 -52.18 主要系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收到

的商业承兑汇票减少。 

应收款项融

资 

16,599,540.94 49,688,852.23 -33,089,311.29 -66.59 主要系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收到

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预付款项 179,570,289.27 261,066,313.04 -81,496,023.77 -31.22 主要系子公司江苏永鼎泰富工程有

限公司预付 GE 公司 1.52 亿元本期

确认工程成本。 

其他流动资

产 

105,337,022.84 256,999,367.93 -151,662,345.09 -59.01 本期末股份公司赎回结构性存款

18,000 万元。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30,320,098.19 22,549,814.38 7,770,283.81 34.46 主要系子公司苏州永鼎投资有限公

司本期增加投资 450 万元，确认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 327 万元。 

主要会计科

目 

本期数(1-3) 上年同期数

(1-3)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 

主要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3,705,209.76 18,335,918.94 -14,630,709.18 -79.79 主要系子公司江苏永鼎泰富工程有

限公司的两期汇率波动金额 1,106

万元。 

其他收益 11,773,271.44 1,349,459.27 10,423,812.17 772.44 主要系本期收到商务发展切块资金

376.26 万元，软件企业即征即退补

助 332.38 万元，其他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约 460 万元。 

投资收益 -14,226,181.25 65,121,380.20 -79,347,561.45 -121.85 主要系联营企业上海东昌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本期利润下滑，按权益法

确认的投资收益减少 5,190 万元，

苏州波特尼电气系统有限公司按权

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减少 2,699.89

万元。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3,270,283.81 770,063.59 2,500,220.22 324.68 主要系子公司苏州永鼎投资有限公

司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27万元。 

信用资产减

值损失 

2,282,198.94 7,457,964.37 -5,175,765.43 -69.40 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响，销售减少

对应的应收账款波动不大，与上期

相比，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计提的

信用减值损失减少。 

资产减值损

失 

2,466,019.82 0.00 2,466,019.82  主要系子公司江苏永鼎泰富工程有

限公司根据工程实际进展，重新评

估本期末的存货减值情况，冲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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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计提的部分减值准备。 

所得税费用 108,785.35 -8,110,179.98 8,218,965.33 101.34 主要系孙公司金亭汽车线束（苏州）

有限公司本期冲回存货跌价对应的

递延所得税费用 256.53 万元，股份

公司上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 1,961 万元，对应计提递延所得

税费用 294.15 万元。 

项目 本期数(1-3) 上年同期数

(1-3)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074,763.47 -5,857,053.87 -8,217,709.60 -140.30 本期公司受疫情影响，收到的货款

相比有所下降。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4,879,881.61 -51,119,415.83 125,999,297.44 246.48 本期公司因理财赎回导致现金净流

入 16,610.64 万元。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778,124.98 137,410,752.21 -171,188,877.19 -124.58 本期股份公司借款融资净额较上期

减少 20,756.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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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9年 4月 16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980万张，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98,000

万元，期限 6 年。根据有关规定和《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永鼎转债”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即 2019 年 10 月 22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 A 股普通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5.10 元/股。截至

本报告期末，累计有 54.3万元“永鼎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 99,087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8%。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临 20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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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莫林弟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