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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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夏增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晓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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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2,794,963.37 5,751,631,052.89 -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104,472,419.91 3,107,831,715.78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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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589,916.85 212,925,297.57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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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527,189.42 1,210,057,821.83 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9,103,274.51 55,460,410.05 -6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878,751.97 49,824,923.80 -7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1 2.04 

减少 1.43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8 0.0638 -68.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8 0.0638 -6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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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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14.64 -48,0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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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6,013.72 5,016,689.25  

债务重组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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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6 -2,018.26  

所得税影响额 -265,553.13 -742,111.05  

合计 1,524,027.69 4,224,5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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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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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鹏盛科技

实业有限公司 
214,326,656 22.32 0 质押 140,377,673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

泰 CES半导体

芯片行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5,326,083 1.60 0 未知  未知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安中证

全指半导体产

品与设备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3,119,124 1.37 0 未知  未知 

成雅芝 5,480,000 0.57 0 未知  未知 

戴红 4,109,764 0.43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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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衍斌 2,897,400 0.30 0 未知  未知 

冯群侠 2,881,533 0.30 0 未知  未知 

姚颖臻 2,742,419 0.29 0 未知  未知 

吉林市中小企

业融资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 

2,522,000 0.26 0 未知  未知 

上海上阳投资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921,300 0.20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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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 
214,326,656 人民币普通股 214,326,65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 CES半导体芯片行业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15,326,083 人民币普通股 15,326,08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

体产品与设备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119,124 人民币普通股 13,119,124 

成雅芝 5,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80,000 

戴红 4,109,764 人民币普通股 4,109,764 

王衍斌 2,897,4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7,400 

冯群侠 2,881,533 人民币普通股 2,881,533 

姚颖臻 2,742,419 人民币普通股 2,742,419 

吉林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 
2,52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22,000 

上海上阳投资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1,921,3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1,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未知其他社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他社会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

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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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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率 

其他流动资产 404,501,927.67    4,617,590.71    8,660.02% 

长期股权投资 32,686,295.81    24,354,932.17    34.21% 

在建工程 1,276,682,821.31 980,092,903.80 30.26% 

短期借款 740,876,315.07 1,067,219,390.41 -30.58% 

应付票据 176,432,312.09     416,307,974.87     -57.62% 

应付职工薪酬 6,025,736.46 4,517,182.86     33.40% 

应交税费 10,682,022.12 5,233,044.65 104.13% 

其他应付款 30,934,578.11 47,609,031.40 -35.02% 

长期借款 1,013,419,539.72 638,162,079.45 58.80% 

库存股  14,437,220.00 -100.00% 

少数股东权益 -178,114.51 327,660.41     不适用 

（1）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399,884,336.96元，增加比例 8,660.02%，增加原因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2）长期股权投资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8,331,363.64 元，增加比例 34.21%，增加原因主要

系参股公司本期实现利润较多所致。 

（3）在建工程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296,589,917.51 元，增加比例 30.26%，增加原因主要系

本期电力电子器件基地项目资金投入较多所致。 

（4）短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326,343,075.34 元，减少比例 30.58%，减少原因主要系

本期调整负债借款减少短期借款所致。 

（5）应付票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239,875,662.78 元，减少比例 57.62%，减少原因主要系

期末应付票据到期结算所致。 

（6）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1,508,553.60 元，增加比例 33.40%，增加原因主要

系本期末尚未支付的社保金增加所致。 

（7）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5,448,977.47元，增加比例 104.13%，增加原因主要系本

期实现所得税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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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应付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16,674,453.29 元，减少比例 35.02%，减少原因主要系

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款减少所致。 

（9）长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375,257,460.27 元，增加比例 58.80%，增加原因主要系

本期调整负债借款增加长期借款所致。 

（10）库存股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14,437,220.00元，减少比例 100.00%，减少原因主要系限

制性股票回购义务减少所致。 

（11）少数股东权益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505,774.91元，减少原因主要系本期子公司亏损所

致。 

 

3.1.2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率 

财务费用 60,294,388.68 45,140,837.03 33.57% 

投资收益 8,331,363.64 5,380,668.09 54.84% 

信用减值损失 -1,643,244.23   -2,544,683.43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1,673,836.35 951,005.04 不适用 

资产处置收益  74,163.08 -100.00% 

营业外收入    851,890.97   -100.00% 

营业外支出 48,037.40   700,127.84    -93.14% 

所得税费用 7,829,898.21 11,285,652.95 -30.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103,274.51 55,460,410.05 -65.5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5,257,007.02    -736,740,304.72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038,093.28    798,521,597.21 不适用 

（1）财务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15,153,551.65元，增加比例 33.57%，增加原因主要

系本期利息支出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2）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2,950,695.55 元，增加比例 54.84%，增加原因主要

系从联营企业取得投资收益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3）信用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901,439.20 元，减少原因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

及其他应收款计提的坏账准备低于上年同期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2,624,841.39 元，增加原因主要系本期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5）资产处置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74,163.08 元，减少比例 100.00%，减少原因主

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产生收益低于上年同期所致。 

（6）营业外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851,890.97 元，减少比例 100.00%，减少原因主要

系本期债务重组收益低于上年同期所致。 

（7）营业外支出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652,090.44 元，减少比例 93.14%，减少原因主要

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低于上年同期所致。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7 / 7 

 

（8）所得税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3,455,754.74 元，减少比例 30.62%，减少原因主

要系本期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低于上年同期所致。 

（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36,357,135.54 元，减少比例

65.56%，减少原因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加大高端产品的生产及研发投

入，该部分产品目前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另外，因行业竞争激烈，公司在抢占市场份额的同时，

及时调整销售政策，从长远发展考虑，对公司长期合作稳定的客户给与一定的销售让利，导致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 

（1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71,483,297.70 元，增加原因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低于上年同期所致。 

（1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861,559,690.49 元，减少原因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配股项目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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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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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增文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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