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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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许世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任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杨任东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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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021,694.00 670,434,227.59 4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39,123,326.85 606,001,452.38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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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33,688.11 712.46% 169,142,917.77 31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3,908,417.52 2,266.06% 30,091,929.72 43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284,745.32 418.66% 16,094,230.85 175.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89,802,859.40 5,811.56% 117,681,720.80 167.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94 2,254.05% 0.2006 438.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83 2,239.19% 0.2000 437.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6% 4.04% 4.83%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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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7,769.52 

主要为公司承担国家、地方政府

项目课题经费以及收到地方政

府工业发展补助资金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244,427.47 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4,315.97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70,182.15  

合计 13,997,698.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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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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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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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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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世雄 境内自然人 37.74% 57,375,000 57,375,000   

许燕鸣 境内自然人 7.34% 11,156,250 11,156,250   

许亮 境内自然人 4.81% 7,312,500 7,312,500   

许梦林 境内自然人 2.59% 3,937,500 3,937,500   

彭关清 境内自然人 1.66% 2,531,250 2,531,250   

郑本铭 境内自然人 1.11% 1,687,500 1,687,500   

肖东林 境内自然人 0.64% 980,150    

邵爱玲 境内自然人 0.63% 954,000    

陶嘉 境内自然人 0.57% 859,100    

周晓红 境内自然人 0.51% 77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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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东林 980,150 人民币普通股 980,150 

邵爱玲 954,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4,000 

陶嘉 859,100 人民币普通股 859,100 

周晓红 779,699 人民币普通股 779,699 

UBS   AG 516,700 人民币普通股 516,700 

高端元 381,959 人民币普通股 381,959 

上海理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理

石烜鼎赢新套利 2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 

法国兴业银行 31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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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群 286,7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700 

林雨晨 2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许燕鸣系许世雄之妹、许亮系许世雄之子，根据许世雄、许燕鸣、许亮签订的《一致行

动协议》，该三人为一致行动人；许梦林系许世雄之弟、周晓红系许世雄配偶之兄之配

偶。除此之外，其他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陶嘉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59,800 股，股东上海理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理石烜鼎赢新

套利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 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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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12,210,898.20  

    

217,327,223.39  

-48.37% 主要系理财产品尚未到期，导致货币资金余额减少 

应收票据           

680,169.60  

        

1,523,340.00  

-55.35% 主要系本期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兑付导致票据余额减少 

应收款项融资        

2,932,339.00  

        

1,251,929.40  

134.23% 主要系本期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预付款项        

5,947,664.46  

        

1,828,394.27  

225.29% 主要系本期预付供应商货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2,552,001.62  

        

1,338,457.65  

90.67% 主要系本期项目投标保证金增加 

存货    

225,973,062.48  

    

106,735,353.01  

111.71% 主要系本期订单存货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368,569,386.02  

      

99,017,755.58  

272.23% 主要系本期末结构性存款增加 

在建工程      

44,116,305.46  

      

20,898,482.89  

111.10% 主要系本期建设项目工程投入增加 

短期借款      

11,5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取得银行贷款 

应付票据    

115,935,329.34  

        

1,770,212.96  

6449.23% 主要系本期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应付账款      

85,275,907.90  

      

43,350,160.54  

96.71% 主要系本采购应付款增加 

合同负债      

83,566,042.69  

        

4,176,435.38  

1900.89% 主要系本期订单预收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137,764.94  

           

450,764.05  

152.41% 主要系本期计提职工工资增加 

应交税费        

5,575,232.59  

             

74,095.39  

7424.40% 主要系本期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 

其他应付款      

14,557,340.96  

        

3,513,131.56  

314.37% 主要系本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增

加 

预计负债        

3,145,000.12  

           

736,608.69  

326.96%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售后服务费用增加 

库存股       100.00% 主要系本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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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3,150.00  加 

少数股东权益      

11,165,045.31  

                          

-    

100.00% 主要系本期投资成立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增加 

     

利润表项目（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

润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69,142,917.77  

      

40,343,256.12  

319.26% 主要系本期订单增加 

营业成本      

89,514,426.94  

      

23,823,317.42  

275.74%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 

税金及附加        

2,662,741.10  

        

1,173,203.86  

126.96%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 

销售费用      

18,360,502.30  

      

12,755,954.53  

43.94%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导致营销人员工资、运费、

售后服务费增加 

管理费用      

22,535,857.83  

      

17,124,440.90  

31.60% 主要系本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确认费用增加 

研发费用      

17,479,627.78  

      

12,022,206.06  

45.39%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增加 

其他收益      

10,454,990.40  

        

5,567,367.73  

87.79% 主要系本期获取政府补助增加 

投资收益        

5,244,427.47  

        

7,914,475.41  

-33.74% 主要系本期结构性存款收益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682,141.81  

        

3,206,351.10  

-78.73% 主要系本期冲回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    

              

-1,584.06  

-100.00%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减少 

营业利润      

35,255,135.15  

       

-9,610,570.72  

466.84%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508,676.59  

             

11,068.86  

4495.56% 主要系本期对外捐赠增加 

利润总额      

36,022,821.68  

       

-8,346,787.62  

531.58%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 

所得税费用        

7,365,846.65  

           

534,142.93  

1279.00%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 

净利润      

28,656,975.03  

       

-8,880,930.55  

422.68%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30,091,929.72  

       

-8,880,930.55  

438.84%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1,434,954.69  

 -100.00% 主要系本期成立的子公司亏损导致少数股东损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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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项目（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282,069,420.97  

    

117,950,082.07  

139.14% 主要系销售回款增加 

收到的税费返还           

890,703.10  

        

3,599,614.18  

-75.26% 主要系本期收到增值税退税减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17,123,512.86  

      

37,090,352.55  

-53.83% 主要系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保证金转回减少 

支付的各项税费      

16,165,128.19  

        

4,370,840.83  

269.84%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导致税金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67,824,246.94  

      

20,570,264.89  

229.72% 主要系本期开银票存保证金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7,407,428.20  

      

18,036,986.77  

107.39% 主要系本期建设项目工程投入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715,000,000.00  

    

482,000,000.00  

48.34% 主要系本期投资理财产品支付的现金增加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4,993,15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收到投资款，子公司取

得少数股东投资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1,5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取得银行贷款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118,066.65  

      

15,000,000.00  

-99.21% 主要系本期未分配股利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6,334,069.78  

      

25,096,074.85  

164.32% 主要系经营活动及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

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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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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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募集资金总额 27,267.4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2,771.3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12,035.8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2767.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6.82%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精密高效智能化

磨削设备及生产

线升级扩能建设

项目 

是 17,767.47 17,767.47 2,757.70 8,022.12 45.15% 2022年04

月01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研发中心技术升

级改造项目 

否 5,499.97 5,499.97 13.69 13.69 0.25%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 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 

否 4,000.00 4,000.00 0 4,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  计  27,267.44 27,267.44 2,771.39 12,035.81 44.14%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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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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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3,500 -- 4,200 395.68 增长 784.55% -- 961.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33 -- 0.2800 0.0264 增长 783.71% -- 960.61% 

业绩预告的说明 
2020 年公司通过技术研发创新，积极把握 5G 商用发展及智能手机升级换代与行业经济在疫

情后恢复扩张的市场机遇，全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合同订立公司方

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名

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度 

本期及累计确认

的销售收入金额 

应收账款回款

情况 

宇环数控 成都捷普 
数控多工位抛光

机 
33,940.22 万元 39.62% 11,900.00 万元 13447.00 万元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 30%以上 

□ 适用 √ 不适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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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置自有资金 14,700 14,100 0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募集资金 16,700 7,500 0 

合计 31,400 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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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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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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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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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8月 21

日 

长沙市雨花区

长沙大道 567号

运达中央广场

4101 室 

电话沟通 机构 

华安基金、汐泰

投资、顶天投

资、前海人寿、

乐心资产、宝盈

基金、东北证

券、成泉资本、

金塔投资、禾永

投资、巽升资

产、国泰基金等 

了解公司经营、

财务情况及公

司未来战略发

展规划；未提供

资料。 

详见 2020年 8月 24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宇环数控机床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9月 02

日 

上海市浦东新

区良友大厦 3楼 
其他 机构 

广发证券发展

研究中心、太平

洋证券研究院、

华创证券研究

所、川财证券研

究所、湘财证券

研究所、瑞瀚资

产/龙云基金、雁

丰投资、上海银

纪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乾

银投资、璞智投

资、上海隆卿投

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迎

舜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东方汇

富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等 

了解公司经营、

财务情况及公

司未来战略发

展规划；未提供

资料。 

详见 2020 年 9 月 3 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宇环数控机床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9 月 11

日 
网络平台 其他 其他 投资者 

公司产品市场

与客户、股权激

励、重大合同订

单执行等问题 

详见 2020 年 9 月 9 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宇环数控机床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20 年湖南辖区上市

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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