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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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述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自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道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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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42,367,367.33 15,534,907,870.03 1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9,489,890,473.80 8,833,910,412.23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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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8,578,441.88 1,402,298,213.94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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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0,001,192.32 9,470,041,407.82 1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02,821,119.36 1,042,300,452.64 2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30,432,828.41 1,000,835,079.13 22.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8 15.01 减少 0.63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48 18.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 0.48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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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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35,934.82 -4,183,0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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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7,717.34 38,864,2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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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4,968.35 -6,237,539.4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

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252,763.08 5,378,893.5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3,966,169.50 -7,026,168.1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57,906,648.61 59,314,486.4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2,660.73 -6,013,031.12  

所得税影响额 -3,471,423.16 -7,709,523.95  

合计 71,265,909.17 72,388,2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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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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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506,602,699 22.12 0 
无 

 国有法人 

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 344,021,882 15.02 0 无  国有法人 

伟华电子有限公司 326,283,920 14.25 0 无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6,000,265 4.63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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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44,676,530 1.95 0 
无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中证 5G通信主题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20,827,641 0.91 0 

无 

 未知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 

16,253,404 0.71 0 
无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沪 

12,049,472 0.53 0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10,604,251 0.46 0 无  未知 

东莞市科创资本产业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 

8,692,132 0.38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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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6,602,699 人民币普通股 506,602,699 

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 344,021,882 人民币普通股 344,021,882 

伟华电子有限公司 326,283,920 人民币普通股 326,283,92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6,000,265 人民币普通股 106,000,26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4,676,530 人民币普通股 44,676,53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 5G通

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827,641 
人民币普通股 

20,827,641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 

16,253,404 
人民币普通股 

16,253,40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05L－FH002沪 

12,049,472 
人民币普通股 

12,049,47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10,604,251 人民币普通股 10,604,251 

东莞市科创资本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8,692,132 人民币普通股 8,692,13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与东莞市科创资本产业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莞

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及伟华电子有限公司均独立行使

表决权，彼此间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情形。公司未知其

余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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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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目 期末余额（元） 
上年年末余额

（元） 

增减比例

（％） 
原因说明 

衍生金融

资产 
90,150.00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东莞

生益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收购

广东绿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并纳入合并范围，确认被合

并方购买铜指套期保值工具

而形成的衍生金融资产所

致。 

应收款项

融资 
1,348,977,307.31 682,643,071.88 97.61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的银行

承兑汇票大于背书及到期金

额所致。 

预付款项 26,810,413.93 11,096,339.16 141.61 

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东莞

生益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收购

广东绿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并纳入合并范围，确认被合

并方预付材料款及水电气款

项等所致。 

其他应收

款 
46,295,535.45 29,734,713.12 55.70 

主要系本公司支付购置土地

履约保证金，及本期全资子

公司东莞生益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收购广东绿晟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并纳入合并范围，

确认被合并方待收取股权交

易余款、保证金款项及员工

借款等所致。 

其他流动

资产 
199,525,029.06 104,808,205.30 90.37 

主要系本期公司增值税进项

税留抵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357,759,313.45 962,662,325.58 41.04 

主要系公司随吉安高密度印

制线路板（一期）、2020 年

东城工厂产能优化提升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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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工程、江苏生益一期工程、

生益科技研发办公大楼建设

项目的进度开展而增加工程

投入所致。 

商誉 104,550,995.91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东莞

生益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收购

广东绿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并纳入合并范围，合并成本

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所致。 

递延所得

税资产 
113,745,331.44 75,653,476.84 50.35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信用减值

损失及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相关子、孙公司本期可弥补

亏损增加，以及本期计提股

票期权成本及预计未来期间

可抵扣的金额增加，对应增

加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所

致。 

其他非流

动资产 
55,307,887.17 18,489,946.93 199.12 

主要系公司本期预付工程款

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2,385,859,196.40 1,519,481,480.54 57.02 
主要系公司根据日常经营需

要增加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149,560,779.75 5,829,207.16 2,465.71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生益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票据支付

货款所致。 

预收款项  -    5,448,063.35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

公司将销售商品与提供劳务相

关的商品或劳务价款的预收款

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致。 

合同负债 30,095,896.69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

则，公司将销售商品与提供

劳务相关的商品或劳务价款

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本项目

所致。 

其他应付

款 
197,908,304.13 92,034,483.39 115.04 

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东莞

生益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收购

广东绿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并纳入合并范围，确认被合

并方应付保证金款、往来单

位款项和计提待付费用等；

以及全资子公司东莞生益资

本投资有限公司确认待支付

股权交易余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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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

动负债 

762,100,713.54 414,866,335.03 83.70 

主要系本期本公司和全资子

公司陕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

长期借款转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所致。 

递延所得

税负债 
27,799,810.60 13,011,024.08 113.66 

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东莞

生益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收购

广东绿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并纳入合并范围，被合并方

评估增值而对应确认递延所

得税负债；以及本公司购入

价值 500万元以下固定资产

一次性抵扣，对应确认递延

所得税负债所致。 

其他综合

收益 
-1,211,165.92 10,012,984.2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境外

子公司确认的外币报表折算

收益减少，以及计提的应收

款项融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减少所致。 

专项储备 353,962.73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东莞

生益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收购

广东绿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并纳入合并范围，确认被合

并方安全生产专项储备所

致。 

少数股东

权益 
732,721,941.67 519,706,646.60 40.99 

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东莞

生益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收购

广东绿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并纳入合并范围，确认少数

股东权益所致。 

 

3.1.2 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目 本期数(1-9月) 
上年同期数(1-9

月) 

增减比例

（％） 
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135,857,595.24 201,373,033.78 -32.53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公

司将作为合同履约成本的运输费

列报于营业成本。 

其他收益 37,225,552.37 15,533,274.43 139.65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并确认为当

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69,111,175.16 21,766,729.49 217.51 

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东莞生益

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广东绿晟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并纳入合并范

围，原持有的股权投资公允价值

高于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投资收

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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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 
-8,816,868.00 35,782,708.13 不适用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东莞生益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本期存量权益工具

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比上年

同期大幅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

损失 
-66,052,159.85 -6,142,577.50 -975.32 

主要系本期个别客户逾期货款增

加，相应计提坏账损失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

损失 
-48,486,218.77 -19,643,118.70 -146.84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生益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本期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

收益 
-4,183,185.14 82,130.2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

产生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

入 
318,187.95 1,302,279.58 -75.57 

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核销一笔不

再支付的供应商款项相应确认营

业外收入所致。 

营业外支

出 
7,344,208.19 4,039,626.39 81.80 

主要系本公司和下属子公司生益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支持抗击新冠

肺炎定向捐赠，以及本公司本期

固定资产报废支出增加所致。 

 

3.1.3 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目 
本期数(1-9

月) 

上年同期数(1-9

月) 

增减比

例（％） 
原因说明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848,851.58 -382,449,808.8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借/还款的现金净

额、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增加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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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述峰 

日期 2020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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