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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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俞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王顿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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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5,983,645.63 1,815,466,378.64 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80,468,924.60 1,459,167,621.5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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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421,820.33 12.75% 658,963,805.54 1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6,162,094.68 -10.21% 106,041,278.61 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065,350.01 14.12% 97,104,437.04 7.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8,253,300.93 522.86% -25,655,232.14 -285.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6.67% 0.59 9.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6.67% 0.59 9.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 -0.16% 7.26% 0.4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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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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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3,47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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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8,229.5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9,380.1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70,8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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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8,936,84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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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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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正元 境内自然人 33.97% 65,604,035 49,203,026 质押 20,000,000 

长缆电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6.95% 13,416,687 0   

唐陕湖 境内自然人 2.10% 4,058,792 3,044,094   

罗兵 境内自然人 1.92% 3,700,013 2,925,010   

吴跃坚 境内自然人 1.65% 3,191,369 0   

吴蓉翔 境内自然人 1.60% 3,094,400 0   

薛奇 境内自然人 1.38% 2,658,241 2,406,136   

张建纯 境内自然人 1.29% 2,498,735 0   

肖上林 境内自然人 1.05% 2,035,733 0   

郭长春 境内自然人 0.91% 1,766,815 1,34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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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正元 16,401,009 人民币普通股 16,401,009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13,416,687 人民币普通股 13,416,687 

吴跃坚 3,191,369 人民币普通股 3,19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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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蓉翔 3,09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94,400 

张建纯 2,498,735 人民币普通股 2,498,735 

肖上林 2,035,733 人民币普通股 2,035,733 

冯波涛 1,504,973 人民币普通股 1,504,973 

李春瑜 1,341,707 人民币普通股 1,341,707 

谢涛 1,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0,000 

唐陕湖 1,014,698 人民币普通股 1,014,6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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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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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29,570,605.83    813,217,535.10     -71.77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委托理财未到期、

支付股利、回购股份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440,600,000.00               -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委托理财未到期所

致 

预付款项   13,581,156.93      4,402,199.42     208.51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费用类及预付材

料类款项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68,986,222.58     43,365,649.92      59.08  主要系本报告期信息化建设项目、募

投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290,247.80      6,267,758.34     191.81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设备类款项增加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253,846.72     27,026,565.58     -80.56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上年末计提工资

薪金所致 

应交税费   15,189,213.93     10,100,241.09      50.38  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应交增值税及其

他税费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5,156,353.11     10,852,437.34     -52.49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付供应商保证金及

应付代垫减少所致 

库存股  198,962,265.81    151,957,390.39      30.93  主要系本报告期回购股份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646,806.16     -5,414,097.32     -88.05  主要系本报告期定期存款减少导致利

息收入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4,112,034.11      6,643,960.17     -38.11  主要系本报告期委托理财未到期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9,263,792.80     -1,083,514.83     754.98  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4,628.14         89,777.44    -127.43  主要系本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损益所

致 

营业外收入      512,853.45      2,190,396.31     -76.59  主要系本报告期与经营不相关的政府

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602,233.60        321,337.76      87.41  主要系本报告期扶贫支出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655,232.14     13,797,167.70    -285.95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回投标保证金及保

函保证金减少、支付货款及相关费用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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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4,739,975.55   -143,672,864.36     -41.02  主要系本报告期回购股份支付现金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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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3月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公司于2019年4月20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2020年4月3日，公司披露《关于股份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截至2020年4月1日，公司本次回购计划已实施完毕。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3,416,68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6.95%，最高成交价为17.3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2.9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98,918,470.76

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转

让。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证券市场变化确定实际实施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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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759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

公司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采用公开发行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3,500.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8.02元，共计募集资金63,070.00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4,299.55万元后的募集

资金为58,770.45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于2017年6月7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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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1,502.66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

金净额为57,267.79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

健验〔2017〕2-20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14,209.17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

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3,814.26万元；2020年1-9月实际使用募集资金6,988.81万元，2020年1-9月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为426.77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21,197.98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4,241.03万元。截至2020年09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40,310.83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

等的净额）。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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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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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7,06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40,000 37,000 0 

合计 50,000 4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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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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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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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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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8 月 19

日 
公司会议室 电话沟通 机构 

申万宏源研究

所 张雷；上海

老友投资 陈

凯；东北证券 

吴琳娜；中信自

营 陈志；华夏

基金 胡斌；昊

晟投资 许嘉

城；源乘投资 

刘江波；申万宏

源张卫东、单兰

晴； 鑫翰资本 

柳志国 

了解公司经营、

财务情况、战略

规划、竞争格局

等 

详见 2020年 8月 20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长缆电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9 月 10

日 

公司一楼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财信证券 杨

甫、袁玮志 

了解公司经营、

财务情况、营销

布局及研发情

况 

详见 2020年 9月 11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长缆电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9 月 11

日 

“全景·路演天

下“互动平台 
其他 其他 投资者 

了解公司经营、

财务情况、战略

规划等 

详见 2020 年 9 月 9 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长缆电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参加湖

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0

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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