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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观典防务 指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本期 指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31日 

上期、上年同期 指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3月 31日 

期末 指 2020年 3月 31日 

期初 指 2020年 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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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高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振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玲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季度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季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

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

准确、完整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是  √否  

是否审计 □是  √否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备查文件 

1．季度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

原稿。 

2．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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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Skycam Defense Technology Co.,Ltd. 

证券简称 观典防务 

证券代码 832317 

挂牌时间 2015 年 4 月 15 日 

普通股股票转让方式 做市转让 

分层情况 创新层 

法定代表人 高明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李振冰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

任职资格 

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765510395B 

注册资本（元） 118,750,000.00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白桥大街 22 号主楼 3 层 301-306 

电话 010-67156688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东城区白桥大街 22 号主楼 3 层 301-306;100062 

主办券商 中信证券 

 

（二） 行业信息 

□适用√不适用  

 

（三）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告期末 

（2020年 3月 31

日） 

上年度末 

（2019年 12月 31

日） 

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387,143,651.52 375,573,840.90 3.0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3,791,823.71 329,583,256.70 1.2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3.78% 12.2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3.78% 12.25% - 

 

 
本报告期 

（2020年 1-3月） 

上年同期 

（2019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9,234,420.66 24,736,130.11 18.1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24,228.54 3,190,909.65 38.6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4,426,778.54 3,190,909.65 3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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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10,632.44 -31,150,162.3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33% 1.1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33% 1.10%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不适用  

 

补充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数据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1-3 月）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捐赠支出 3,000.00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3,000.00 

所得税影响数 45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550.00 

 

（四） 报告期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53,410,750 44.98% -

18,100,750 

35,310,000 29.7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6,406,250 13.82% -

16,406,250 

0 0.00% 

      董事、监事、高管 18,100,750 15.24% -

18,100,750 

0 0.00% 

      核心员工   0 - - 

有限售

条件股

有限售股份总数 65,339,250 55.02% 18,100,750 83,440,000 70.2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49,218,750 41.45% 16,406,250 65,625,000 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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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制人 

      董事、监事、高管 65,339,250 55.02% 18,100,750 83,440,000 70.27% 

      核心员工   0 - - 

     总股本 118,750,000 - 0 118,75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64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高明 65,625,000 0 65,625,000 55.26% 65,625,000 0 

2 李振冰 17,815,000 0 17,815,000 15.00% 17,815,000 0 

3 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989,500 631,000 4,620,500 3.89% 0 4,620,500 

4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197,500 -33,374 3,164,126 2.66% 0 3,164,126 

5 东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143,500 -615,637 2,527,863 2.13% 0 2,527,863 

6 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687,000 -20,000 1,667,000 1.40% 0 1,667,000 

7 上海大河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赞比西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110,000 0 1,110,000 0.93% 0 1,110,000 

8 华融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109,500 -60,000 1,049,500 0.88% 0 1,049,500 

9 西藏融睿投资有

限公司 

993,000 0 993,000 0.84% 0 993,000 

10 深圳前海恒捷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恒捷聚赢 1 号证

券投资基金 

784,000 0 784,000 0.66% 0 784,000 

合计 99,454,000 -98,011 99,355,989 83.65% 83,440,000 15,915,989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高明先生和李振冰先生系同胞兄弟，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五）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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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存续至本期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不适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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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一） 报告期内（1-3 月）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不适用  

事项 
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 

是否经过内部

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诉讼、仲裁事项 否      

对外担保事项 否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

资金 

否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否      

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否      

股东大会审议过的收购、出售资产、

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

合并事项 

否      

员工激励事项 否      

股份回购事项 否      

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 已事前及时履

行 

是 2020-010、

公开发行说

明书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

押、质押的情况 

否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失信情况 否      

自愿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否      

 

重要事项详情、进展情况及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不适用  

1、申请挂牌时，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签署了《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函》。报告期，未出现个人、企业从事或参与同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行为。 

2、申请挂牌时，公司股东均签署了《关于资金占用事项的承诺书》，报告期内，上述承诺得到了

有效的执行。 

3、2015 年 10 月 16 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明先生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和对公司发展前

景的信心，自愿做出不减持股份承诺。自 2015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6 日不减持其名下观典

防务股份。报告期内，高明先生遵守上述承诺，未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4、公司控股股东高明先生、持股 10%以上股东李振冰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

公司目前价值的认可，将其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合计 83,4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27%)自愿限

售，承诺自股权登记日（2020 年 3 月 10 日）次日起至完成股票发行并进入精选层之日不减持公司股

票。报告期内，高明先生、李振冰先生遵守上述承诺，未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5、就有关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并进入精选层事宜，2020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股 5%以上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主体，对股份锁定、稳定股价、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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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利润分配政策、履行承诺之约束措施、关于公开发行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或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避免资金占用、缴纳社保公积金

等事项作出承诺。详见公司 2020 年 4 月 28 日于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公开发行说明书（申

报稿）》第四节之“九、重要承诺”。 

 

（二） 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1. 报告期内实施的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适用√不适用  

 

2. 董事会在审议季度报告时拟定的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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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告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1.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 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9,315,233.63 92,617,767.0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84,087,449.28 64,763,233.92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41,669,096.19 35,170,050.49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832,546.73 464,599.4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3,971,564.11 38,313,656.50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67,500.00  

流动资产合计 229,943,389.94 231,329,307.37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7,975,437.65 17,975,437.65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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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121,150,190.37 111,319,611.77 

在建工程 2,358,490.50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4,366,105.14 5,096,540.28 

开发支出 5,191,521.62 3,436,804.68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5,385,540.80 5,643,163.65 

递延所得税资产 772,975.50 772,975.50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57,200,261.58 144,244,533.53 

资产总计 387,143,651.52 375,573,840.9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4,913,915.61 24,997,882.75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 1,764,090.29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818,441.30 2,798,794.63 

应交税费 16,535,143.99 16,392,753.66 

其他应付款 84,326.91 37,062.87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53,351,827.81 45,990,584.20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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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53,351,827.81 45,990,584.2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18,750,000.00 118,75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64,059,761.03 64,275,422.5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4,920,543.86 14,920,543.8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36,061,518.82 131,637,290.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33,791,823.71 329,583,256.7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333,791,823.71 329,583,256.7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87,143,651.52 375,573,840.90 

法定代表人：高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振冰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玲 

 

 

 

2.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一、营业总收入 29,234,420.66 24,736,130.11 

其中：营业收入 29,234,420.66 24,736,130.11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4,026,445.91 20,980,478.11 

其中：营业成本 18,977,244.59 17,039,269.64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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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400.00 400.00 

销售费用 368,288.24 191,761.98 

管理费用 3,091,383.61 2,344,796.54 

研发费用 1,199,427.52 1,414,633.68 

财务费用 389,701.95 -10,383.73 

其中：利息费用 405,589.79  

利息收入 -27,116.21 -16,704.12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1,640.6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207,974.75 3,754,011.35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3,00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5,204,974.75 3,754,011.35 

减：所得税费用 780,746.21 563,101.7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424,228.54 3,190,909.65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

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4,424,228.54 3,190,909.65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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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1.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

填列）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4,424,228.54 3,190,909.65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

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

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

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

变动 

  

（5）其他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4,424,228.54 3,190,909.65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法定代表人：高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振冰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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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3月 2019 年 1-3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3,711,680.00 4,608,235.0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0,000.00 77,00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711,680.00 4,685,235.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3,289,804.15 23,960,300.15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510,843.10 3,335,234.47 

支付的各项税费 4,168,206.79 573,757.8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653,458.40 7,966,104.8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622,312.44 35,835,397.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10,632.44 -31,150,162.3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3,902,344.00 233,20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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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05,589.7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07,933.79 233,2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07,933.79 -233,2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6,83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83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913,967.1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913,967.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16,032.8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302,533.37 -31,383,362.3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2,617,767.00 44,941,004.8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9,315,233.63 13,557,642.48 

法定代表人：高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振冰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