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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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鑫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鑫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盛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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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3,314,496.33 3,686,840,474.99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76,733,671.16 741,774,037.65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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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86,431.16 88,873,119.59 -1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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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588,766.08 609,609,551.76 -4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7,002,917.52 -26,065,036.2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1,250,546.05 40,494,450.61 -547.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5.37 -3.94 减少 21.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361 -0.021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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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61 -0.021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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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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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9,349.80 14,699,0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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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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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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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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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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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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084.89 -379,34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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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47.52 -45,267.65  

所得税影响额 -12,536.02 -26,823.71  

合计 1,935,976.41 14,247,6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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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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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洪波 232,271,715 18.93 93,471,715 冻结 232,271,715 
境内自然

人 

褚淑霞 157,483,093 12.83 155,722,213 冻结 157,483,093 
境内自然

人 

哈尔滨工业大

学实业开发总

公司 

79,910,800 6.51 79,910,800 未知 0 国有法人 

江苏高投成长

价值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3,883,683 2.76 33,883,683 未知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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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天琪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天琪利

翻一号私募投

资基金 

14,760,064 1.20 0 未知 0 未知 

深圳市瑞盈价

值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14,718,896 1.20 14,718,896 未知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鞠钱 14,120,340 1.15 0 未知 0 
境内自然

人 

苏州松禾成长

二号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13,565,806 1.11 13,565,806 未知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市神华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13,565,805 1.11 13,565,805 未知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西藏志道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11,126,380 0.91 0 未知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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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洪波 138,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800,000 

黑龙江省天琪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天琪利翻一号私

募投资基金 

14,760,064 人民币普通股 14,760,064 

鞠钱 14,120,340 人民币普通股 14,120,340 

西藏志道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11,126,380 人民币普通股 11,126,380 

正奇（上海）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1,0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30,000 

合肥惟同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0 

正奇（深圳）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10,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40,000 

安徽志道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黑龙江省天琪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天琪泉沿二号私

募投资基金 

8,840,532 人民币普通股 8,840,532 

张宏建 8,030,980 人民币普通股 8,03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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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左洪波与褚淑霞系夫妻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经函证确认，安徽志道投资有限公司、正奇（深圳）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正奇（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肥惟同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西藏志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关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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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52,317,701.96    126,313,064.67 -58.58 

本期销售收入同比下降，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

比减少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6,019,073.30    87,768,137.29 -81.75 本期到期应收票据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3,336,872.10    36,167,500.99 -35.48 
本期留抵增值税税额减少所

致 

长期股权投资 94,759,704.50    20,403,580.85 364.43 本期应收账款债转股所致 

开发支出 24,975,652.75    65,829,380.36 -62.06 

本期研发支出转为无形资产

增加，同时研发资本化支出比

例减少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4,729,678.45    8,074,704.76 -41.43 本期长期待摊费用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41,872,749.30    120,316,384.15 -65.20 本期到期应付票据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25,000,000.00    44,000,000.00 -43.18 

本期偿还一年内到期的银行

借款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56,588,766.08    609,609,551.76 -41.51 

本期受疫情影响，硬脆材料加

工设备销售额同比下降，蓝宝

石制品因价格下降销售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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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小幅下降，导致公司本期营

业收入同比下降 

营业成本 327,102,242.84    480,752,549.10 -31.96 
营业收入下降带动营业成本

下降 

销售费用 6,231,122.12  10,348,513.37 -39.79 

本期因疫情原因，销售人员外

出拓展市场、推广产品的频次

减少 

财务费用 97,686,261.47  -88,304,949.75 不适用 
本期利息收入减少，导致财务

费用增加 

其他收益 14,699,060.62  21,950,563.80 -33.04 
本期获得的政府补助、增值税

即征即退金额同比减少 

投资收益 245,417.43  -1,279,682.98 不适用 本期被投资单位净利润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18,375,474.46  -178,250,987.19 不适用 
本期计提往来款减值准备减

少 

营业外收入 704,409.75 1,205,344.97 -41.56 本期采购赔偿款同比下降 

营业外支出 1,083,750.48  7,729,300.22 -85.98 

本期将计提的违规担保利息

由营业外支出调整至财务费

用科目所致 

所得税费用 4,766,508.07  -41,005,516.79 不适用 
本期递延所得税费用增加所

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210,543,281.56 431,229,273.03 -51.18 

本期营业收入下降，导致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

少 

收到的税费返还 362,419.38 3,895,262.02 -90.70 本期即征即退税款减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33,269,987.04 193,703,252.32 -31.20 

本期采购原材料金额下降、同

时支付货款以承兑汇票为主

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597,231.83 33,012,112.69 -67.90 
本期销售收入减少、利润下降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7,786,431.16 88,873,119.59 -153.77 

本期营业收入下降，销售回款

同比减少，导致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现金流减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127,000,000.00 13,000,000.00 876.92 本期取得贷款增加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132,400,065.81 51,094,000.00 159.13 本期偿还贷款增加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4,099,499.28 35,854,863.58 -88.57 本期支付金融机构贷款利息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8 / 11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499,565.09 -73,948,863.58 不适用 

本期支付金融机构贷款利息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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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立案调查事项 

2018年 5月 3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渝证调查字 2018011号）：

“因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

公司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2020年 7月 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重庆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临 2020-049），中国证监会对公

司及相关责任人处以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并对左洪波采取 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根据《行

政处罚决定书》和《市场禁入决定书》的相关内容，公司可能面临投资者诉讼风险。 

3.2.2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 2017年度、2018 年度未经过公司正常内部审批流程的情况下，

以公司及子公司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朱丽美、王悦英、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

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后部分借款无法按时偿还，导致公司对控股股东的融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事项导致控股股东自 2017年起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本息共计 58,652.84万元。 

公司已将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计入其他应付款科目，同时计入其他应收款（左洪波）

科目，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分别于 2019年 4月 30日、2019年 6月 15日、2019年 8月 23日、2019

年 10月 31日、2019年 12月 31日、2020年 3月 31 日、2020年 4月 30日、2020年 5月 31日、

2020 年 6月 30日、2020 年 7 月 31日、2020年 8月 31 日、2020 年 9月 30日向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送《催款函》，要求其尽快偿还所占用资金，并已取得签字回执。后续，公司将继

续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采取追缴措施，要求控股股东尽快解决资金占用问题，保障投资者权

益。 

公司存在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违规担保事项，涉及担保本金共计 25,000万元。 

浙江国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控股”）与杭州尊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尊渊”）分别通过杭州合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出资 1.5 亿元、0.75 亿元认购了云南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信托计划 2.25亿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未经过公司正常内部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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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以公司的名义对上述事项出具了书面保证合同，涉及担保金额 1.5亿元。2019年 7月

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56），公司收到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 01 民终 5340 号《民事裁定书》（终审裁定），判定杭州尊渊向国

都控股支付投资本金及收益补差款人民币 42,895,544.49元及违约金、诉讼费等。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上海新黄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黄浦公司”）与上海爱建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信托”）签订《爱建耀莱单一资金信托信托合同》，约定新

黄浦公司作为委托人，爱建信托作为受托人，成立“爱建耀莱单一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资金为

人民币 1 亿元，用于向北京耀莱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耀莱”）发放信托贷款，主合同

期限为 24个月。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未经过公司内部正常审批流程的情况下，以公司的

名义与爱建信托签订《保证合同》，对爱建信托与北京耀莱签订的《爱建耀莱单-资产信托信托合

同》提供保证担保。北京耀莱在上述贷款期限届满时未履行还款义务，新黄浦公司提起诉讼。截

至本报告期末，该案尚未开庭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涉

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48）。 

以上两笔债务第一债务人分别为杭州尊渊与北京耀莱，公司在与各方积极沟通，妥善处理以

上事项，努力降低对公司的不利影响。 

3.2.3 诉讼风险及可能存在公司破产清算的风险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目前涉及诉讼事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披露的公司《2019年年度报

告》第五节重要事项（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及相关诉讼进展公告（临2018-012、临2018-013、

临2018-014、2018-026、临2018-028、临2018-038、临2018-039、临2018-041、临2018-048、临

2018-054、临2018-063、临2019-003、临2019-005、临2019-006、临2019-011、临2019-015、临

2019-017、临2019-022、临2019-023、临2019-053、临2019-054、临2019-056、临2019-058、临

2019-063、临 2019-081、临2019-084、临2019-089、临2020-011、临2020-024、临2020-040、临

2020-046、临2020-048、临2020-057），公司部分账户及资产已被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部分子公

司股权被债权人实施了司法冻结。若债权人或受托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公司进行拍卖、重整或者

破产清算的申请，且被法院依法受理，公司可能存在破产清算风险。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与有关各方协商妥善的解决办法，努力达成债务和解方案，维护全体股

东利益公司，相关事项如有进展，公司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公告。 

3.2.4 实际控制人变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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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左洪波、褚淑霞夫妇质押股份已触及平仓线，且因债务纠纷导

致所持全部上市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轮候冻结），能否解除冻结以及解除冻结的时间尚存不确

定性。若其所持股份被司法执行或强制平仓，则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变更风险。  

控股股东正在积极与有关各方协商妥善的解决办法，努力达成债务和解方案，全力筹措偿债

资金，争取尽早解决其所持股权的冻结状态及执行风险。 

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左洪波、褚淑霞夫妇为业绩承诺的第一顺位补偿义务人，在不

考虑冻结、质押等事项的情况下，若其采取以原有股份赔付的方式，则其所持股份将全部用于业

绩赔付。因此实际控制人亦有变更的风险。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期限 未履行原因 下一步工作计划 

左洪波、

褚淑霞

夫妇及

其一致

行动人

李文秀、

褚春波 

在补偿期间，奥瑞德有限实现的

累积实际净利润数额（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

股股东合并净利润）不低于累积

预测净利润数额，即2015年与

2016年实现的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额不低于69,229.58万元；2015

年、2016年与2017年实现的累积

实 际 净 利 润 数 额 不 低 于

121,554.46万元。补偿年度内，

如奥瑞德有限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实际净利润数额低于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额，则承诺

方应首先以通过重组而取得的股

份（包括增发股份和标的股份）

进行补偿。 

2015 年 5

月 8 日 至

2018 年 5

月7日 

由 于 左 洪

波、褚淑霞

夫妇所持公

司股份被冻

结（轮候冻

结），个人

资产权利受

限，暂无法

实施赔付。 

左洪波、褚淑霞承诺将

尽快与债权人沟通，解

除财产冻结，尽力回笼

资金，解除所持股份的

权利受限情况，争取早

日完成股份赔付。公司

将加强与各中介机构及

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

流，寻找更多可能实施

的业绩补偿方式，尽快

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切实可行的赔付方

案，全力维护广大中小

投资者利益。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出具的《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报告》（以下简称“《注入资产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大

华核字[2019]004908 号），确认追溯调整之后的注入资产 2016 年度、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损益

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34,153.77 万元、999.12万元。 

根据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药业”）与奥瑞德有限除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

开发总公司外所有股东（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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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相关条款的规定，业绩承诺方因承诺业绩未完成需履行 37,971.64 万股的业绩补偿，因注

入资产期末减值需履行 2,305.57万股的估值补偿，合计应赔偿股份为 40,277.21 万股。 

重组财务顾问海通证券于 2019年 9月 23日出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瑞德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注入资产减值测试的核

查意见》，对注入资产业绩补偿及资产减值补偿金额和各业绩补偿方对应需赔偿的股份数量、及股

份赔偿通知、赔偿实施方式、补偿顺序、赔偿股份分配及目前的股份赔偿履行等情况发表了明确意

见。 

公司已向各业绩承诺方正式发送履行相应的资产减值补偿义务的通知，并披露了《关于业绩承

诺补偿相关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73），明确披露了业绩承诺补偿的具体承诺主体

对应数额及相关情况。公司将督促各业绩承诺方，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并将视业绩承诺的相关

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广大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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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鑫宏 

日期 2020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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