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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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向朝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鲁亚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鲁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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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9,184,449.78 2,475,113,143.11 2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84,069,270.77 1,587,560,378.27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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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807,942.83 178,455,078.06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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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316,706.75 646,235,936.21 2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323,532.50 85,860,818.72 6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3,560,730.35 73,221,430.09 68.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4 5.54 增加 2.9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16 0.4107 61.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16 0.4107 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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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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290.22 -977,59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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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9,531.82 11,524,887.3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2,247,379.45 7,559,7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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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56.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13,481.27 23,630.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54,004.31 -707,473.17  

所得税影响额 -683,415.35 -2,730,048.59  

合计 3,418,682.66 14,762,8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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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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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朝东 39,200,000 18.12 39,2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应超 14,896,000 6.89 14,896,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向星星 14,602,000 6.75 14,602,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杜庭强 10,211,600 4.72 10,211,6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向朝明 7,840,000 3.62 7,84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应一城 7,243,512 3.35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勇 6,219,320 2.87 6,13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燕 6,214,100 2.87 15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贾登海 3,920,000 1.81  无 0 境内自然人 

胡关金 3,300,000 1.53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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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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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数量 

应一城 7,243,512 人民币普通股 7,243,512 

贾登海 3,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20,000 

胡关金 3,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00 

吴勇 3,0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0,000 

李勇刚 3,028,460 人民币普通股 3,028,460 

杭州弘则投资有限公司 2,300,072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72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2,230,647 人民币普通股 2,230,647 

李佳烊 1,476,660 人民币普通股 1,476,66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现代教育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449,480 人民币普通股 1,449,480 

吴少萍 1,405,288 人民币普通股 1,405,2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向朝东与徐应超为舅甥关系、向朝东与向星星为父女关

系、向朝东与杜庭强为舅甥关系、向朝东与向朝明为兄弟关系；向

朝东、徐应超、向星星、杜庭强、向朝明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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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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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备注 

应收账款 333,621,849.40 255,830,759.17 30.41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93,068,480.72 32,530,775.28 186.09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存货 357,422,016.68 235,188,243.81 51.97 
主要系昊轶强存货合并计入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5,279,447.49 200,260,160.60 -42.44 
主要系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减

少所致 

在建工程 442,636,617.21 325,443,467.42 36.01 
主要系调试安装设备和在建基

建款增加所致 

商誉 207,493,087.10  - 系收购昊轶强形成 

长期待摊费用 2,303,671.71 3,713,281.17 -37.96 主要系费用摊销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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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备注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5,815,410.26 59,360,419.36 145.64 
主要系预付设备和基建款增加

所致 

短期借款 393,348,943.31 278,646,305.37 41.16 系流动资金贷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26,673,327.05 5,144,504.46 418.48 
主要系报告期期末应交增值税、

所得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268,803,622.51 2,491,165.55  10,690.28 

主要系收购昊轶强后期应支付

股权转让款与股权激励回购义

务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32,287,928.19 -100.00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归还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32,952,527.65 24,116,606.84 36.64 主要系收购昊轶强所致 

 

3.1.2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备注 

销售费用 21,221,639.58 14,550,404.34 45.85 
主要系报告期内运输费、三包维

修费增加所致 

利息收入 2,371,722.80 4,659,700.08 -49.10 主要系银行存款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4,389,159.80 1,485,006.56 195.57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与经营相关

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4,230,747.97 
511,684.53 -2,040.85 

主要系报告期应收账款余额增

加，计提的减值损失增加，同时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700,271.00 

资产处置收益 -819,854.49 -4,915.28 16,579.71 
主要系报告期设备处置损失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495,630.53 364,438.53 310.39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与经营无关

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57,744.18 60,666.40 160.02 
主要系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损

失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0,653,003.32 15,744,169.40 31.18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增加所致 

 

3.1.3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备注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8,807,942.83 178,455,078.06 5.41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2,853,786.69 -424,818,325.87 33.42 

主要系用于购买理财产品

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1,825,516.54 -75,012,149.82 222.41 

主要系股权激励收到投资

款以及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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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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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团队按照董事会的既定战略规划，围绕 2020年度经营目标，开展了以下

工作： 

（一）市场销售进展情况 

1、国内市场 

（1）乘用车领域 

报告期内，重庆豪能和泸州长江机械的乘用车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9%，且取得大众、长城、

麦格纳等多个客户的铜环、钢环、结合齿、同步器和行半齿业务，其中结合齿和行半齿取得了重

要项目订单，并处于样件开发阶段；在新业务锻造齿轮坯件方面获得大众的重要订单，供货量将

达到 435 万件/年。 

（2）商用车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商用车业务回暖明显，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45%，并取得法士特、重汽、采埃

孚等客户的多个重要订单，其中采埃孚在国内上市了首款商用车 AMT 自动变速箱，并受到商用车

市场的追捧，公司是该变速箱内同步器零件的独家供货商。 

（3）新能源汽车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与大众、麦格纳、一汽、上汽、吉利等客户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开展了多项合

作，涉及隔离环、主减齿、锥齿轮、行半齿等多个产品，其中主减齿已进入开发阶段。 

2、国际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出口业务达到 10,179.61 万元，同比增长 65%，同时取得了欧洲 GFT 铜环，

欧洲 Magna 主转毂和支撑，德国/匈牙利/俄罗斯采埃孚锻造钢环和同步器零件等项目，公司的出

口业务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二）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1、泸州豪能建设情况 

泸州豪能建设基本结束，锻压车间、机加车间、模具车间、技术中心的部分设备已进入安装

调试阶段，整个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2、智能化建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生产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建设，车间自动化生产工序增加，机

器人一体化自动作业增加。 

（三）研发投入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支出 3,289.42 万元，同比增长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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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昊轶强运营进展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以人民币 26,861.25 万元收购成都昊轶强航空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昊轶强”）68.875%的股份，昊轶强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同时，公司在人力、财力、技术等方面均给予其大力支持，其生产能力、技术

研发能力、产线规划能力等得到大幅提升，财务运营成本大幅降低，毛利率有望得到提高。 

2、报告期内，昊轶强实现营业收入 4,578.36 万元，净利润 2,095.08 万元，均超过其 2019 年

全年的金额；生产商品数量 82.33 万件，同比增长 25%，交货商品价值 10,087.60 万元，同比增长

14%；员工总人数 407 人，较 2020 年 5 月 31 日增加 64 人。 

3、昊轶强于 7 月份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签订了《航空零部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

投资协议，拟投资 2 亿元分两期建设航空零部件和钣金件项目，该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五）股权激励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

公司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利益结合在一起，

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制定了股权激励计

划，并已完成股权激励授予权益的登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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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向朝东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