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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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谢识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显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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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4,575,159.56 7,592,380,532.84 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115,570,380.60 3,753,994,104.54 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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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636,655.46 162,951,460.25 

-2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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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1,708,330.53 5,286,800,559.26 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52,989,301.89 329,477,711.72 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2,755,754.56 273,048,255.11 21.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68 8.78 

减少 0.10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48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0.48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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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368.21 -142,368.2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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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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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7,905.08 20,905,800.3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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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779.82 5,975,647.3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76,461.01 -76,461.01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1,333.09 -2,862,588.2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7,352.45 17,352.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897,376.53 -3,583,835.32  

合计 5,050,164.69 20,233,5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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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1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 比例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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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称） 量 (%) 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状

态 
数量 

博威集团有限公司 232,340,968 29.41 19,626,012 质押 92,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博威亚太有限公司 80,000,000 10.13 0 无  境外法人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

深圳前海金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59,391,685 7.52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宁波博威金石投资有限

公司 
29,769,793 3.77 29,769,793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谢朝春 22,047,192 2.79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隽瑞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5,193,179 1.92 15,193,179 无  其他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13,346,334 1.69 0 无  其他 

宁波见睿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13,034,947 1.65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银施罗德先进

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1,186,318 1.42 0 无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银施罗德启明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49,026 1.01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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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威集团有限公司 212,714,956 人民币普通股 212,714,956 

博威亚太有限公司 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0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深圳前海金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59,391,685 人民币普通股 59,391,685 

谢朝春 22,047,192 人民币普通股 22,047,192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13,346,334 人民币普通股 13,346,334 

宁波见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3,034,947 人民币普通股 13,034,94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先进

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186,318 人民币普通股 11,186,31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启明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49,026 人民币普通股 7,949,026 

谢海燕 6,583,557 人民币普通股 6,58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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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平 5,702,116 人民币普通股 5,702,11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博威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谢识才与宁波

见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张明是舅甥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博威

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谢识才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顺物流有限公司的

参股股东谢朝春是父子关系。鉴于博威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博威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持有博威亚太 100%股权，博威集团与博威亚太构成一致行

动人。鉴于公司 2016 年收购宁波康奈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股权，博

威集团、博威亚太、鼎顺物流为谢朝春的一致行动人。鉴于公司 2019 年收

购宁波博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金石投资与博威集团、博威亚

太、谢朝春、鼎顺物流互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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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65,239,695.45  826,712,157.97  -31.63  

主要系本期 5 万吨特殊合金带

材项目及铝基焊丝项目投入增

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72,967,518.54  104,607,184.18  65.35  
主要系期货保证金及待抵扣增

值税进项税金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011,331,214.39  495,150,066.46  104.25  

主要系本期 5 万吨特殊合金带

材项目及铝基焊丝项目投入增

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04,082,607.60  308,308,304.73  31.06  
主要系本期设备预付款增加所

致。 

应付票据 367,469,038.44  261,888,112.28  40.32  
主要系合金采用承兑票据方式

采购原材料额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368,406,801.26  572,146,118.41  -35.61  
主要系本期合金香港以信用证

方式采购原材料额减少所致。 

合同负债 70,591,047.61  385,878,515.74  -81.71  
主要系本期收到新能源客户预

付款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92,254,220.81  300,964,672.65  -36.12  主要系本期贷款减少所致。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6 / 7 

 

长期借款 131,240,342.38  518,909,192.17  -74.71  主要系本期贷款减少所致。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67,432,801.78 25,782,286.94 161.55 

主要系本期发行 12亿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导致利息费用增加

及本期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2,636,655.46 162,951,460.25 -242.76  

主要系：1.本期国庆备库存货增

加;2.本期合同预收款减少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14,341,157.76 -1,194,984,932.69 31.85  

主要系:1.本期对外股权投资减

少;2.本期 5 万吨特殊合金带材

项目及铝基焊丝项目投入增加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27,668,858.69 647,939,416.00 43.17  

主要系本期发行 12亿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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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64号）核准，宁波博威合金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10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2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20,000万元，期限5年。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43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12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2月17日起在上交所上市交易，债券

简称“博威转债”，债券代码“113031”。 

公司股票自 2020年 7月 16日至 2020年 8月 5 日期间，满足连续 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5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博威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1.29元/股）的 130%（即不低于 14.68元

/股），已触发“博威转债”的提前赎回条款。 

2020年8月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9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的审议结果，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博威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实际情况，公

司决定行使“博威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博威转债”全部赎回。 

自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8月28日期间，累计1,191,397,000元“博威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

票，占“博威转债”发行总额的99.28%；累计转股数量为105,524,499股，占“博威转债”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5.42%。 

本次可转债赎回兑付总金额为人民币8,619,345.70元，不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重大影响。本

次“博威转债”转股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790,044,972股，增加了公司资本实力，提高了公

司抗风险能力。同时由于股本增加，短期内对公司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以上内容详细情况可查阅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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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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识才 

日期 2020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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