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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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夏德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大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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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3,794,468.33 6,020,147,479.47 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455,588,823.01 3,448,072,752.25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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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680,180.69 -325,086,251.88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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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5,011,602.15 3,202,900,092.07 -1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3,504,780.20 47,333,692.55 -5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731,051.96 30,307,994.45 -67.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68 1.37 减少 0.6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7 0.0518 -5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7 0.0518 -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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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本期销售及收回货款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下降主要系公司智能工厂及系

统工程业务本期收入减少、效益下滑，另“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销

售造成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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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6,912.89 19,7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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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427.96 3,636,4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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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651.50 6,547,612.1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17,111.02 2,528,996.0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172,980.72 6,522,505.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9,135.11 -1,475,932.33  

所得税影响额 -560,931.21 -4,005,614.08  

合计 2,019,191.99 13,773,7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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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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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 
245,501,994 26.86 0 未知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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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 
210,661,444 23.05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64,471,891 7.06 0 未知  国有法人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35,888,611 3.93 0 未知  国有法人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21,720,941 2.38 0 未知  国有法人 

赵东岭 4,345,400 0.4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马江峰 2,451,416 0.2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钟志坦 2,049,032 0.2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蔡炎 1,708,545 0.1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俊燕 1,429,578 0.16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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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 
245,501,994 

境外上市外资股 241,655,470 

人民币普通股 3,846,524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

司（“熊猫集团”） 
210,661,444 人民币普通股 210,661,44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64,471,891 人民币普通股 64,471,891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中

电熊猫”) 

35,888,611 

人民币普通股 22,120,611 

境外上市外资股 13,768,000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21,720,941 人民币普通股 21,720,941 

赵东岭 4,345,400 人民币普通股 4,345,400 

马江峰 2,451,416 人民币普通股 2,451,416 

钟志坦 2,049,032 人民币普通股 2,049,032 

蔡炎 1,708,545 人民币普通股 1,708,545 

王俊燕 1,429,578 人民币普通股 1,429,5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电熊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熊猫集团 100%股份，中电熊猫直接和通过

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 22,120,611 股 A 股和 13,768,000 股 H 股，占股

份总数的 3.93%，通过熊猫集团间接持有公司 210,661,444 股 A 股，占

股份总数的 23.05%，合计持有公司 26.98%股份。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全资子公司华

电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7,414,000 股 H 股，占股份总数的 3%，该股份由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其持有。综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国电子通过子公司持有公司 29.98%股份。除上述之外，公司不知晓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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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45,501,994 股（其中：H 股 241,655,470 股，

A 股 3,846,524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6.86%，乃分别代表其多个客户所持有，其中包括

中电熊猫所持公司 13,768,000 股 H 股，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全资子公司华电有限公司所

持公司 27,414,000 股 H 股。除上述披露外，本公司并不知悉任何个别客户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5%以上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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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科目变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率

（%） 
备注 

预付款项 188,565,273.04 113,341,943.82 66.37 
主要为本期采购原材料预付货

款 

其他应收款 63,679,981.90 48,020,435.60 32.61 主要系本期支付押金保证金 

合同资产 253,655,385.94 541,978,173.94 -53.20 
主要系期初确认的合同资产本

期转入应收账款 

其他流动资产 19,247,599.02 55,089,857.84 -65.06 

主要系根据财政部 2019 年第 39

号文，本期收到退还的增量留抵

税额等 

开发支出 23,690,558.5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发生资本化研究开

发支出 

短期借款 
 

50,000,000.00 -100.00 系本期偿还银行短期借款 

合同负债 317,533,881.76 160,540,186.87 97.79 
系本期已收取客户对价而应向

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25,066,161.49 39,274,102.16 -36.18 
主要系本期支付工资、奖金及工

资性费用 

应交税费 38,341,855.06 21,404,214.61 79.13 
主要为本期收到退还的增量留

抵税额、进项税转出 

租赁负债 12,309,054.12 8,926,407.51 37.89 
主要系租赁期一年以上的经营

租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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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表科目变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率

（%） 
备注 

财务费用 -2,272,048.19 -971,360.7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收到财政贴息 

其他收益 10,947,953.33 6,713,488.62 63.07 
主要系与经营相关政府补助增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615,143.36 1,521,027.39 -59.56 

主要为交易性金额资产本期公

允价值变动 

信用减值损失 -203,147.42 942,656.73 -121.55 主要系本期计提金融资产减值 

资产减值损失 -3,532,210.25 -18,822,627.58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计提长期股权投资

减值损失 

资产处置收益 19,700.94 222,766.72 -91.16 
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减

少 

营业外收入 8,156,303.05 5,231,951.08 55.89 主要系前期预缴税款本期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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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行业市场竞争加大，公司智能工厂及系统工程业务本期收入减少、效益下滑。另“新冠”肺

炎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销售造成了一定影响。公司预测全年归母净利润较上期

同期下降38%左右。 

 

                                                              

公司名称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德传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