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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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清华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琴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吴蔚蔚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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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6,051,979.94 2,286,545,596.14 1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167,822,102.30 1,982,718,959.14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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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611,096.87 139,869,978.56 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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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638,889.14 879,962,512.92 1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06,263,800.37 239,151,186.19 2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79,318,094.43 233,863,824.44 19.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4.80 43.85 减少 29.0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55 2.66 -4.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55 2.66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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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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28.97 67,82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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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160 3,994,809.5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271,879.05 21,105,86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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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884.02 6,557,075.8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156.54 -22,750.65  

所得税影响额 -1,174,629.11 -4,757,124.84  

合计 6,656,279.47 26,945,7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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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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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清华 48,600,000 40.50 48,6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贺先兵 20,817,000 17.35 20,817,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俞振华 11,583,000 9.65 11,583,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9,554,077 7.96  未知  境外法人 

苏州冠群信息

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9,000,000 7.50 9,000,000 无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复兴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428,600 1.19  未知  其他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4 / 7 

 

UBS   AG 683,007 0.57  未知  境外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六组合 
555,400 0.46  未知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

兰克林国海中

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519,723 0.43  未知  其他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

NAL PLC. 

455,300 0.38  未知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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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554,077 人民币普通股 9,554,07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复兴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42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8,600 

UBS   AG                                                                                                                           683,007 人民币普通股 683,007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555,400 人民币普通股 555,4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723 人民币普通股 519,723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455,300 人民币普通股 455,3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消费行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450,076 人民币普通股 450,07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泰康策略优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

任公司－中欧中小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419,802 人民币普通股 419,80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

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9,402 人民币普通股 38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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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贺先兵持有苏州冠群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59.97%的合伙份额，

为苏州冠群的有限合伙人；俞振华持有苏州冠群 33.37%的合伙份

额，为苏州冠群的普通合伙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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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0.09.30 

/2020 年 1-9 月 

2019.09.30 

/2019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说明 

货币资金 1,348,796,035.84   789,805,474.06  70.78% 
主要因为公司 2019 年末

募集资金到位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6,557,075.81   980,000,000.00  -48.31% 
主要因为本期末公司赎回

的到期理财产品较多 

应收款项融资  117,708,319.40   69,041,159.74  70.49% 

主要因为公司销售规模增

长，使用票据结算的金额

相应增加 

预付款项  3,535,103.06   1,870,952.42  88.95% 
主要因为母公司预付费用

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7,161,581.20   2,757,520.80  159.71% 
主要因为母公司计提的定

期存款利息 

存货  249,862,274.95   165,072,578.35  51.37% 
主要因为订单较多，相应

的备货量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022,885.38   6,825,691.17  -85.01% 
主要因为子公司戈雅贸易

期初待抵扣进项税较多 

在建工程  130,619,927.42   18,798,185.16  594.85% 
主要因为母公司新厂房建

设投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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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待摊费用  2,065,756.57   / 

主要因为子公司八方天津

租住厂房的装修改建费用

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5,594,828.00   565,712.60  888.99% 

主要是因为本期末预付设

备工程款未达到结算条件

的金额较多 

应付账款  348,762,982.78   231,671,294.20  50.54% 

主要是因为订单增加，采

购量增多，相应的应付款

余额增加 

预收款项  54,482,126.59   31,149,958.39  74.90% 
主要因为订单增加，客户

预付货款相应增长。 

应交税费  27,181,113.98   14,605,681.40  86.10% 
主要因为母公司应交企业

所得税增加 

长期应付款  32,433,210.44   / 
主要因为当期母公司收到

的拆迁补偿款 

其他综合收益  -1,198,743.04   -38,085.83  3047.48% 

主要是因为八方波兰因汇

率波动产生较多的外币报

表折算差额 

未分配利润  618,084,174.63   431,820,374.26  43.13% 
主要因为当期利润总额增

加 

税金及附加  6,926,363.62   4,603,181.79  50.47% 
主要因为母公司境内销售

规模上涨导致的税金增加 

管理费用  32,149,870.26   21,048,614.37  52.74% 
主要因为管理人员薪酬上

涨及新增诉讼费用 

财务费用  -3,951,582.10   -1,160,646.48  240.46% 
主要因为定期存款利息增

加 

其他收益  1,735,772.42  1,334,890.90 30.03% 

主要因为当期收到的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较

多 

投资收益  21,105,867.15   3,529,017.23  498.07% 
当期收到的理财产品收益

较多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6,557,075.81   / 

主要因为当期确认的理财

产品收益较多 

资产减值损失   -813,141.05  / 本期未发生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处置收益  67,828.97   / 
当期处置固定资产产生的

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2,536,286.43 1,359,046.14 86.62% 
主要是当期收到的政府补

助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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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300,000.00   / 
当期发生的疫情捐赠支出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4,611,096.87   139,869,978.56  53.44% 

主要因为本期收回的货款

较多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68,124,711.54  -187,486,861.23  / 

主要因为本期收回的到期

理财产品较多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1,050,000.00   -40,990,566.01  / 

主要因为本期支付的现金

分红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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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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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清华先生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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