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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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沈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覃红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陆群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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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2,301,543.27 4,757,389,737.55 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35,851,139.23 4,174,949,702.54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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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18,565.64 12.13% 1,362,273,674.98 2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5,471,671.89 67.46% 185,821,406.14 9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1,115,965.94 50.13% 174,050,059.68 121.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419,539.78 76.23% 123,026,589.98 13.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47 67.45% 0.4015 98.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47 67.45% 0.4015 98.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 0.55% 4.36% 0.2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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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4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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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1,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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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622.9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590,470.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24,892.86  

银行理财收益 4,631,690.0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98,350.94  

合计 11,771,346.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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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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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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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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琦 境内自然人 24.07% 111,404,146 83,553,109 质押 44,755,200 

沈馥 境内自然人 22.30% 103,196,000 87,454,358 质押 44,755,200 

华泰瑞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华泰瑞联并购

基金（有限合伙） 
其他 6.98% 32,292,311 0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3% 26,532,876 26,532,876   

苏州曼睩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3% 9,875,581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毓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3% 9,875,581 9,875,581 质押 6,168,964 

沈锡强 境内自然人 1.97% 9,120,000 6,840,000   

李文 境外自然人 1.74% 8,055,077 8,055,077 质押 1,063,200 

农银国际投资（苏州）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5% 5,779,992 2,074,388   

农银二号无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 4,824,159 4,82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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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瑞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华泰瑞联并购

基金（有限合伙） 
32,292,311 人民币普通股 32,292,311 

沈琦 27,851,037 人民币普通股 27,851,037 

沈馥 15,741,642 人民币普通股 15,741,642 

苏州曼睩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875,581 人民币普通股 9,875,581 

王卫列 4,372,100 人民币普通股 4,37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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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明贵 4,342,086 人民币普通股 4,342,086 

农银国际投资（苏州）有限公司 3,705,604 人民币普通股 3,705,604 

农银无锡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2,470,489 人民币普通股 2,470,489 

苏州新区创新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70,403 境内上市外资股 2,470,403 

王兴友 2,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各股东中，沈锡强为沈琦、沈馥兄弟的父亲。2、除前述关联关系

外，未知前十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各股东中，王卫列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433,200 股，通过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93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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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41,137,603.76 19,812,249.08 107.64% 主要是原材料预付较期初增加。 

其他应收款 17,606,603.84 7,828,794.35 124.90% 主要是子公司的保证金较期初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81,250,823.19 281,573,829.33 -71.14% 主要是理财产品较期初减少。 

在建工程 91,413,286.41 56,851,574.34 60.79% 主要是本期公司及子公司新建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增加。 

开发支出 36,398,942.66 10,535,379.03 245.49% 主要是本期公司及子公司研发项目达到资本化阶段，开

发支出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10,240,135.58 7,742,141.15 32.26% 主要是子公司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支出。 

其他非流动资产 52,573,897.53 22,416,844.33 134.53% 主要是本期预付工程及设备款较期初增加。 

预收款项 3,481,578.13 7,622,564.08 -54.33% 主要是本期末预收款项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14,256,620.48 27,711,911.77 -48.55% 主要是本期支付上年度预提职工年终奖金。 

其他应付款 59,678,433.97 95,465,734.37 -37.49% 主要是子公司往来款较期初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 33,847,363.79 10,639,957.72 218.12% 主要是公司其他权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增加。 

专项储备 7,735,591.56 14,206,151.83 -45.55% 主要是本期安全生产支出增加。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146,365,857.45 110,364,513.04 32.62% 主要是本报告期子公司科美特及江苏先科的管理费用并

表期间为9个月，而去年同期为5个月，从而增加了管理

费用。 

研发费用 40,952,184.75 31,006,625.29 32.08% 主要是本报告期母公司及江苏先科的研发费用并表期间

为9个月，而去年同期为5个月，从而增加了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1,899,124.87 -3,062,047.11 -37.98% 主要是子公司科美特利息收入的增加。 

利息费用 5,521,405.67 678,264.82 714.05% 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较去年同期增加，利息支出增加。 

利息收入 8,435,962.52 5,030,311.93 67.70% 主要是子公司科美特利息收入的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526,528.37 -11,373,393.14 -104.63% 主要是因为上年度坏账准备会计估计变更。 

其他收益 3,927,192.34 7,938,725.08 -50.53% 主要是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减少。 

投资收益 10,464,332.48 2,881,632.68 263.14% 主要是本期华泰瑞联基金分红增加。 

汇兑收益 2,548,744.95 13,806,631.72 -81.54% 主要是年初及期末人民币汇率变动幅度降低。 

营业外收入 2,331,370.77 280,949.66 729.82% 主要是本期取得子公司的投资成本小于享有被投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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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增加了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2,962,725.30 -5,173,460.41 -157.27% 主要是上期子公司诉讼调解，预提支出转回；本期无该

事项发生。 

所得税费用 41,520,074.64 14,545,621.78 185.45% 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07.16%，增加了所

得税费用。 

净利润 197,616,038.20 100,889,497.02 95.87% 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07.17%，增加了净

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5,821,406.14 93,423,683.25 98.90% 主要是本期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95.87% 

每股收益 0.4015 0.2018 98.92% 主要是本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

增长98.92%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6,636,170.56 30,732,272.77 -78.41%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出口退税较去年同期减少。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14,450,552.89 10,878,524.82 32.84%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

去年同期增加。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134,971,036.97 78,737,491.44 71.42% 主要是本期增加子公司雅克天然气，子公司科美特及江

苏先科并表期间为9个月，而去年同期为5个月，支付应

付职工薪酬的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2,350,846.91 64,052,598.02 59.79% 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各项税费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10,465,278.41 2,988,521.11 250.18% 主要是本期收到华泰瑞联基金分红和理财收益较去年同

期增加。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586,452,735.76 235,378,310.05 149.15% 主要是本期理财产品到期较去年同期增加。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97,116,504.89 287,974,134.29 107.35% 主要是本期理财产品到期，理财收益及华泰瑞联基金分

红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118,450,860.83 70,454,420.23 68.12%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开发支出较去年同期

增加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0,638,100.00 55,637,606.58 -62.91% 主要是本期公司其他权益投资较去年同期减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360,923,859.05 186,809,982.66 93.20% 主要是本期支付理财产品较去年同期增加。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00,012,819.89 312,902,009.47 59.80% 主要是本期支付理财产品和其他权益投资。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103,685.00 -24,927,875.18 489.54% 主要是投资活动现金流入较去年同期增加。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45,768,604.08 25,000,000.00 483.07% 主要是本期银行短期借款较去年同期增加。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0,832,698.32 25,034,057.53 502.51% 主要是本期银行短期借款较去年同期增加。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174,043,924.08 11,987,500.00 1351.88% 主要是本期偿还银行短期借款较去年同期增加。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

支付的现金 

45,845,196.81 4,412,826.26 938.91% 主要是本期公司年度分红较去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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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22,794,717.56 15,608,461.41 46.04%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支付代扣代缴股东股权转让个人所得

税款。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2,683,838.45 32,008,787.67 658.18% 主要是偿还银行借款和公司年度分红。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851,140.13 -6,974,730.14 1216.91% 主要是偿还银行借款和公司年度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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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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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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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80.59% 至 103.16%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4,000 至 27,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3,289.7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子公司成都科美特及江苏先科的业绩并入母公司雅克科技；

2、江苏先科的经营实体韩国 UP Chemical 的经营业绩大幅上升；

3、本业绩预计是在充分考虑公司现有业务各项基础、经营能力，

市场、国家政策等因素，本着求实稳健的原则而预计，但受不

确定因素的影响，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可能出现一定的波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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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6,000 5,800 0 

合计 36,000 5,8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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