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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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蔡为民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俊艳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任春燕女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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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4,455,601.28 3,608,927,955.28 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047,748,753.33 2,743,564,900.25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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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950,289.41 23.86% 1,678,547,686.41 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8,112,058.09 37.79% 323,133,681.61 1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54,891,711.04 19.21% 281,477,251.52 2.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1,243,999.26 66.49% -228,177,204.56 33.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234 23.11% 1.3349 -4.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176 22.12% 1.3312 -4.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7% -0.44% 11.08%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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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90,6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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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7,67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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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60,86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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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5,3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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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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2.9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3,472.4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72,956.81  

减：所得税影响额 3,537,454.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0,589.80  

合计 41,656,43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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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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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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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大青鸟环

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30% 91,836,720 91,836,720 质押 19,000,000 

蔡为民 境内自然人 13.33% 32,823,020 24,617,790 质押 7,560,000 

陈文佳 境内自然人 9.22% 22,689,320 0   

曾德生 境内自然人 1.61% 3,965,08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新兴成长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 3,357,558 0   

王欣 境内自然人 1.18% 2,911,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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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玮 境内自然人 1.00% 2,459,980 0   

卢文浩 境内自然人 0.97% 2,400,000 2,400,000   

辜竹竺 境内自然人 0.77% 1,901,861 0   

康亚臻 境内自然人 0.75% 1,836,720 1,377,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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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文佳 22,689,320 人民币普通股 22,689,320 

蔡为民 8,205,230 人民币普通股 8,205,230 

曾德生 3,965,080 人民币普通股 3,965,08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357,558 人民币普通股 3,357,558 

王欣 2,911,100 人民币普通股 2,911,100 

杨玮 2,459,980 人民币普通股 2,459,980 

辜竹竺 1,901,861 人民币普通股 1,901,86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万菱信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525,3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5,300 

#赵勋亮 1,418,4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8,400 

孙广智 1,373,851 人民币普通股 1,373,85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赵勋亮通过证券信用账户持 1,41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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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对公司一季度产品生产、交付与项目实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自 4 月份以来，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积极有序复工复产，进一步加强产品与技术研发，强化市场营销体系建设与推广力度，全面推动以“降本增效”为核心

的运营管理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二季度的经营业绩已全面加速回暖；第三季度公司经营业绩加速提升，Q3 单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 834,950,289.41 元，同比增长 23.86%、环比增长 23.92%，Q3 单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112,058.09 元，同比增长 37.79%、环比增长 27.41%。 

在新冠疫情的总体背景之下，2020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78,547,686.41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86%；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3,133,681.61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96%，其中智能疏散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180%，

规模进一步加大。 

公司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创新工作持续顺利开展：新一代火灾自动报警系统（JBF-62S 系列）火灾报警控制器/消

防联动控制器、独立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VS10 系列）已取得 3C 认证证书；子系统中优化升级的防火门监控系统、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消防电源监控系统等产品已取得相应的检验报告。 

工业消防产品方面，包括缆式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红外/紫外/复合火焰探测器、图像型探测器、阻性漏电/热解粒子

探测器、吸入式空气采样探测器等在内的工业产品体系已基本构建完成，其中点型紫外火焰探测器产品已经取得 3C 认证证

书、缆式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已经取得检验报告，并成立工业事业部，研发推广符合工业行业要求先进检测、报警、灭火产

品及智慧消防解决方案，进一步丰富、夯实公司多维度产品矩阵，提升公司竞争力。 

智慧消防方面，在已有基础上公司发布了青鸟智慧消防-防火单位系统，以“人防、物防、技防、生态”为消防监管理

念，综合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精确覆盖社会单位消防需求。 

品牌建设方面，青鸟消防在“慧聪网（第十三届）消防行业品牌盛会”中荣膺“2020 年十大报警品牌”，这也是青鸟

消防连续十二年获此殊荣。 

综上，公司通过在第三季度持续实施精细化管理、深度挖潜以及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等方式，营业收入与归母净利润指

标同比均已获得了增长。公司将在第二、三季度形成的良好基础上，进一步着力于强化技术、降本增效、扩大规模，完成全

年的总体规划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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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9月30日 / 

2020年1-9月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1-9月 

同比变动 %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0 615,573,915.23 -100.00% 系报告期末现金管理产

品均已到期赎回所致。 

应收票据 249,285,962.63 422,637,033.15 -41.02% 系到期承兑和背书转让

所致。 

应收账款 1,438,902,014.21 870,780,033.21 65.24% 公司业务具有一定周期

性，一般四季度为货款

回收高峰，因此报告期

末应收账款余额较期初

增幅较大。 

存货 343,913,065.31 243,220,105.82 41.40% 系为四季度发货进行的

备货。 

商誉 57,613,980.92 22,684,101.92 153.98% 系本报告期控股收购所

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4,390,170.13 13,840,885.48 1,810.21% 系公司购买Finsecur股

权支付的投资款，本报

告期末尚未满足投资确

认条件。 

应交税费 56,761,110.09 42,234,040.73 34.40% 系期末应交增值税和企

业所得税增加 

管理费用 95,594,891.40 71,741,558.15 33.25% 主要系股权激励增加的

费用。 

财务费用 13,414,069.92 2,863,288.69 368.48% 主要系汇率变动带来的

损失。 

其他收益 23,198,569.42 10,572,133.27 119.43% 系销售软件产品增值税

退税增加。 

投资收益 33,142,132.94 -7,863,485.67 521.47% 主要系现金管理收益及

收购原参股公司股权所

致。 

营业外收入 12,585,816.40 506,408.61 2,385.31% 系收到的政府补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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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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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司已于 2020 年 7 月 3 日完成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以公司总股本 246,21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2.924332 元人民币现金。 

2、投资法国 Finsecur SAS 

公司基于市场拓展、全球化布局的战略考虑，计划由控股子公司 Maple Armor Fire Alarm Device Co., Ltd.（美安消防）

以自筹资金总计 2,400 万欧元认购法国 Finsecur SAS（标的公司）1,200 万股新增发股份并与标的公司及原股东签订《股权

认购协议》，取得标的公司 52.65%的股权。同时公司或美安消防拟与标的公司原股东签署售出期权（Put Option）、购买期权

（Call Option）协议，在该等协议签署后的 6 年内以总计不超过 6,500 万欧元的自筹资金收购原股东持有的全部股权，最

终取得标的公司 100%的股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2020 年 06 月 24 日 2020-041 

投资法国 Finsecur SAS 2020 年 08 月 04 日 20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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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北京北大青

鸟环宇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股东关于股

份流通限制

及锁定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

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019 年 07 月

29 日 
3 年 履行中 

蔡为民、康亚

臻、高俊艳、

王国强、周子

安、原总经理

白福涛 

股东关于股

份流通限制

及锁定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

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前

述锁定期满后，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上一年末所直接或间接持

2019 年 07 月

29 日 
长期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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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任后 6 个

月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 

陈文佳、曾德

生、王欣、杨

玮、辜竹竺、

孙广智、王玉

河、李广增、

勾利金、德

杰、章钧、张

明伟、常征、

刘青、叶子扬 

股东关于股

份流通限制

及锁定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

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019 年 07 月

29 日 
1 年 

本承诺已于

2020年 8月 9

日履行完毕。 

北京北大青

鸟环宇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蔡为民、

陈文佳、康亚

臻、王国强、

周子安、高俊

艳，原总经理

白福涛 

股东关于股

份流通限制

及锁定承诺 

所持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

发行价作相应调整。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

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持有发行人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 6 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上

述股份锁定、减持价格承诺不因其职务变

更、离职等原因而终止。 

2019 年 07 月

29 日 
长期 履行中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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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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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募集资金的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3,812.95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970.29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7,647.0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7,374.2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7,374.2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9.18%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截止2020年9月30日，本公司已经累计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476,470,131.06 元，其中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146,767,223.98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80,000,000.00元，本期募集资金支出49,702,907.08 ；另外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240,000,000.00元，剩余为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238,829,294.55 元。 

2、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调整情况 

（1）2020 年 7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2020 年 7 月 31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相关议案，同意终止“气体检

测仪器扩产建设项目”、“自动灭火系统扩产建设项目”及“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并将原募投项目资金余额中的 16,700.50

万元用于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火灾报警技术与产品线一体化升级与开发项目”的建设实施，剩余募集资金公司将在进一步论

证后适时推出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编号：2020-049、

2020-052）。 

（2）2020 年 8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不超过 12 个月。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编号：2020-064）。 

（3）2020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5 亿

元（含本数）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编号：

2020-071）。 

3、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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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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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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及独立式光电

感烟探测报警器升级扩产项目 

否 13,727.96 13,727.96 2,103.18 9,024.79 65.74% 

2、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生

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否 24,829.96 24,829.96 2,138.43 9,259.49 37.29% 

3、自动灭火系统扩产项目 是 12,233.90  0 0  

4、气体检测仪器扩产建设项目 是 8,895.63  0 0  

5、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是 6,125.50 634.04 0 634.04 100.00% 

6、补充流动资金 否 28,000.00 28,000.00 0 28,000.00 100.00% 

7、火灾报警技术与产品线的一体化

升级与开发项目 

否  16,700.50 728.68 728.68 4.36% 

8、其他*   10,673.74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93,812.95 94,566.20 4,970.29 47,647.01 -- 

*注：“8、其他”中的数据系公司拟终止“自动灭火系统扩产建设项目”、“气体检测仪器扩产建设项目”、“研发检测中心建

设项目”时尚未确定变更用途的剩余募集资金金额，具体详见公司 2020 年 7 月 16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编号：

2020-049）。 

4、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报告期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2)/(1) 

火灾报警技术与产品线的

一体化升级与开发项目 

自动灭火系统扩产项目、气体

检测仪器扩产建设项目、研发

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16,700.50 728.68 728.68 4.36% 

合计 -- 16,700.50 728.68 728.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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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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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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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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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03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投资者关

系活动表 

详见投资者关系

活动表 

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

登记表 2020-001 

2020 年 08 月 31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投资者关

系活动表 

详见投资者关系

活动表 

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

登记表 2020-002 

2020 年 08 月 31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投资者关

系活动表 

详见投资者关系

活动表 

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

登记表 2020-003 

2020 年 09 月 04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投资者关

系活动表 

详见投资者关系

活动表 

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

登记表 2020-004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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