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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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进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陆佳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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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6,786,847.08 1,539,094,248.10 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387,763,746.57 1,320,858,766.70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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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910,049.69 147,870,716.53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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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32,343.18 951,864,686.36 1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6,871,333.24 95,998,939.92 1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0,249,049.59 92,606,758.27 8.2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88 7.59 增加 0.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3 0.48 10.4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3 0.48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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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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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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153.33 2,467,164.9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852,549.59 4,350,6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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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946.95 1,189,359.2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9,656.49 -396,922.78  

所得税影响额 -418,125.27 -987,921.27  

合计 2,161,974.21 6,622,28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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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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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进兴 56,782,900 28.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泉兴 52,334,600 25.9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沈根珍 7,413,900 3.6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文浩 5,931,300 2.9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锦程 5,931,300 2.9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曹连英 4,448,300 2.2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苏州宝沃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3,596,300 1.7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文娟 1,482,700 0.7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林红 924,688 0.4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永兴 907,200 0.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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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4 / 6 

 

数量 种类 数量 

王进兴 56,782,900 人民币普通股 56,782,900 

王泉兴 52,334,600 人民币普通股 52,334,600 

沈根珍 7,413,900 人民币普通股 7,413,900 

王文浩 5,931,300 人民币普通股 5,931,300 

王锦程 5,931,300 人民币普通股 5,931,300 

曹连英 4,448,300 人民币普通股 4,448,300 

苏州宝沃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596,300 人民币普通股 3,596,300 

王文娟 1,48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2,700 

林红 924,688 人民币普通股 924,688 

王永兴 907,200 人民币普通股 907,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王进兴、曹连英夫妇和王泉兴、沈根珍夫妇为公

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王文浩系王泉兴和沈根珍之子；

王锦程系王进兴和曹连英之子；苏州宝沃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曹连

英和王文浩所控制的企业；王文娟系王泉兴和沈根珍之女，王永兴

系王进兴的二哥、王泉兴的二弟。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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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变化 原因 

货币资金 48,779,490.71 11,821,468.55 312.63% 主要系期末购买大额通知存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175,084,637.01 82,995,277.77 110.96%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增多所致 

预付款项 8,312,661.52 3,611,862.49 130.15% 主要系本期部分原材料预付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500,130.24 1,106,449.46 -54.80% 主要系农民工保障金收回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2,621,111.65 103,426,802.53 -78.13% 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其他非流动资产 8,917,058.07 2,477,840.93 259.87% 主要系部分技改项目等预付工程款

增加 

应付票据 -  1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应付票据到期 

预收款项 -  1,144,705.12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收入准则科

目调整列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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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负债 1,959,138.92 -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收入准则科

目调整列报所致 

应交税费 13,457,432.33 9,570,045.01 40.62% 主要系本期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 

其他应付款 135,065.35 1,096,640.33 -87.68% 主要系上年末报销款本期支付 

其他流动负债 254,688.06 -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收入准则科

目调整列报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207,695.55 29,291.67 609.06% 主要系理财产品公允价值上升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金额（1-9

月） 

增减变化 原因 

财务费用 435,658.72 3,562,354.56 -87.77% 主要系本期无银行借款 

投资收益 4,350,603.50 2,527,955.37 72.10%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89,359.24 -  不适用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上

升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4,018,205.72 1,135,186.5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余额增加，导

致按预期信用损失计提的坏账损 

失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423,858.02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对部分存货计提了存货

跌价准备 

营业外收入 206,297.65 482,000.00 -57.20%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金额  

（1-9月） 

增减变化 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7,575,320.61 -69,037,644.66 
不适用 

主要系子公司已正常生产，固定资

产投资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0,320,000.00 -116,046,690.85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无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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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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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进兴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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