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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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臧卫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梁新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延

昕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出口贸易主要以美元结算，结算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可能随着国内外政治、经

济环境的变化而波动，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公司面临汇率变动风险。2019 年，公司产

品销售规模预计进一步扩大，其中海外销售占比仍然维持较高水平，2019 年 1-9 月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贬值，给公司带来较大的汇兑收益，但如 2019 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

将对公司第四季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为积极应对上述风险，公司将紧密跟踪汇率走势，适时、适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提

前做好外汇资金财务规划，在确保运营外汇资金需求的同时，努力降低可能造成的汇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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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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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9,730,808.58 4,845,035,176.21 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001,718,415.06 3,841,954,455.16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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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6,771,493.77 3.44% 3,431,771,498.78 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3,213,312.68 13.55% 228,499,349.78 3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8,999,654.66 19.34% 202,045,785.92 36.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87,506,125.80 109.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87 13.54% 0.3237 32.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87 13.54% 0.3237 32.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4% 0.32% 5.83% 1.28%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705,816,16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1887 0.32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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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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3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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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09,6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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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071.8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633.4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09,594.3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8,216.87  

合计 26,453,563.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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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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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84% 147,108,123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国有法人 7.36% 51,96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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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价值成长投资组合 
其他 1.73% 12,200,000    

李松强 境内自然人 1.37% 9,674,497    

周桂莲 境内自然人 0.57% 4,001,436    

雷莹 境内自然人 0.51% 3,613,927    

董燕华 境内自然人 0.49% 3,478,100    

许金林 境内自然人 0.45% 3,200,10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0.41% 2,873,825    

许皓 境内自然人 0.35% 2,47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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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 147,108,123 人民币普通股 147,108,123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51,965,388 人民币普通股 51,965,388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价值成长投

资组合 
1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00,000 

李松强 9,674,497 人民币普通股 9,674,497 

周桂莲 4,001,436 人民币普通股 4,001,436 

雷莹 3,613,927 人民币普通股 3,613,927 

董燕华 3,478,1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8,100 

许金林 3,2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10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2,873,825 人民币普通股 2,873,825 

许皓 2,479,421 人民币普通股 2,479,42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股东李松强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9,673,497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00 股；股东雷莹通过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555,927 股，通过

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58,000 股；股东许金林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200,100 股；股东许皓通过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479,42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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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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42,637.40 万元，增加 28.97%，主要是本报

告期销售回款良好影响所致。 

2、预付账款：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300.28 万元，增加 44.94%，主要是本报告

期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莱宝”）预付电费影响所致。 

3、其他应收款：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142.20 万元，增加 39.93%，主要是本报

告期备用金借款及定期存款利息增加影响所致。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12,500.00 万元，减少 100%，主要

是本报告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后从本科目重分类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影响所致。 

5、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12,500.00 万元，主要是本报告期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后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到本科目影响所致。 

6、在建工程：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6,854.02 万元，增加 138.92%，主要是本报

告期支付 G5 光刻生产线设备改造款影响所致。 

7、长期待摊费用：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213.57 万元，增加 136.38%，主要是本

报告期更换生产车间消防安全装修材料影响所致。 

8、其他非流动资产：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871.99 万元，减少 33.65%，主要是

本报告期未到货设备款减少影响所致。 

9、应付账款：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25,098.36 万元，增加 40.90%，主要是信用

期内 LCM 及玻璃等原材料款增加影响所致。 

10、应交税费：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3,395.83 万元，增加 98.66%，主要是报告

期内应纳企业所得税增加影响所致。 

11、其他综合收益：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184.62 万元，增加 1,041.42%，主要

是报告期内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影响所致。 

12、其他少数股东权益：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60.40 万元，增加 34.44%，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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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报告期少数股东分利相应增加影响所致。 

13、营业收入：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27,639.44 万元，增加 8.76%，主要是本期中大尺

寸电容式触摸屏全贴合产品销售收入增加影响所致。 

14、营业成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15,756.17 万元，增加 5.66%，主要是本期中大尺

寸电容式触摸屏全贴合产品销售收入增加相应增加销售成本影响所致。 

15、研发费用：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2,938.39 万元，增加 29.90%，主要是本期投入新

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支出增加影响所致。 

16、财务费用：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2,890.55 万元，增加 33.05%，主要是本期汇兑收

益减少影响所致。 

17、投资收益：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1,457.26 万元，增加 129.69%，主要是上年同期

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发生投资损失影响所致。 

18、信用减值损失：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80.06 万元， 主要是本报告期执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后按规定列报披露，上年同期不用追溯调整影响所致。 

19、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1,255.07 万元， 减少 58.00%，主要是本期

产品良率提升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减少影响所致。 

20、资产处置收益：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19.91 万元， 减少 51.93%，主要是本期固定

资产处置收益减少影响所致。 

21、营业外收入：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24.47 万元， 减少 100.00%，主要是上年同期

收到与生产经营无关的政府补助而本期未收到相应补助影响所致。 

22、所得税费用：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960.11 万元，增加 45.05%，主要是本期生产经

营利润增加相应计提企业所得税增加影响所致。 

2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5,598.15 万元，增加 32.45%，

主要是本期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产品销售收入增加及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产品良率提升、

产品成本下降综合影响所致。 

24、少数股东损益：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158.92 万元，减少 72.46%，主要是本期公司

控股子公司——浙江莱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莱宝”）少数股东持股比例降低影

响所致。 

2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30,657.25 万元，增加 1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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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本期产品销售回款增加影响所致。 

2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6,357.89 万元，减少 151.32%，

主要是本期支付 G5 光刻生产线设备改造款增加影响所致。 

2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10,770.91 万元，增加 60.13%，

主要是上年同期浙江莱宝减资时支付了部分股东减资款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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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说明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提高全资子公司的履约能力，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9-2020 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重庆莱宝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的范围，具体内容参见公司 2018 年 10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 2019-2020

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4,000 万美元，担保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截至本报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等情形。 

2、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情况说明 

经 2018 年 3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9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9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形成相关决

议，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自相应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任意时点合计

余额不超过 2 亿美元（或等值外币）的额度内，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 

按照以规避和防范外汇汇率波动风险为目的，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

司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合计办理了 4,700 万美元的美元掉期业务，合约到期

产生一定收益，具体情况如下： 

类别 摘要 金额（美元） 投资收益（人民币元） 说明 

外汇掉期 已结清项目 47,000,000.00 414,071.89  合约到期，已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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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设备采购纠纷仲裁事项的说明 

2018 年 9 月，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因

各自向韩国 SNTEK Co., Ltd.采购的设备的部分性能不能达到验收标准，分别向深圳仲裁委员

会提起了仲裁申请并获得受理，公司本次仲裁申请涉及的设备等相关金额为人民币 896.13 万

元，重庆莱宝本次仲裁申请涉及的设备等相关金额为人民币 6,116.47 万元。 

2019 年 4 月，公司及重庆莱宝分别收到深圳仲裁委员会寄来的《仲裁通知书》，韩国

SNTEK Co., Ltd.就公司及重庆莱宝的以上仲裁申请分别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反请求，

请求公司向其支付本次仲裁申请涉及的设备合同剩余未支付的金额 52,500 美元、重庆莱宝向

其支付本次仲裁申请涉及的设备合同剩余未支付的金额 1,621,400 美元，并请求由公司、重庆

莱宝承担相应案件全部仲裁费用。公司及重庆莱宝与委托的律师事务所积极做好应诉准备。 

2019 年 9 月 17 日，公司及重庆莱宝与韩国 SNTEK Co., Ltd.的仲裁案开庭审理。截止本

公告日，上述仲裁案件尚未裁决或和解。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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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电出

口产品投资

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

行时所作承

诺 

中国机电出

口产品投资

有限公司承

诺将不从事

与公司经营

的业务相同

或类似的业

务。 

2006 年 12 月

20 日 

作为公司单

一第一大股

东期间 

严格履行 

公司持股董

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

员与重要管

理人员 

首次公开发

行时所作承

诺 

公司持股董

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

员与重要管

理人员分别

承诺：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

2006 年 12 月

20 日 

公司持股董

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

员与重要管

理人员任职

期间及离职

半年内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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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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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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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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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4 月 0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

e/stock?orgId=9900001921&stockCode=

002106#，“调研”栏目 

2019 年 04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

e/stock?orgId=9900001921&stockCode=

002106#，“调研”栏目 

2019 年 04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

e/stock?orgId=9900001921&stockCode=

002106#，“调研”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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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臧卫东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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