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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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迎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玉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迟大乔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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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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3,723,805.77 1,300,922,315.78 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19,462,193.68 858,881,653.95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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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559,762.31 54.19% 985,281,077.10 5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0,072,969.69 686.08% 70,232,650.02 15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8,879,631.87 939.31% 67,253,384.44 3,388.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8,836,252.50 -103.55% -96,608,684.14 -210.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47 685.96% 0.3237 155.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47 685.96% 0.3237 155.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4% 3.87% 7.89%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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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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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5,536.7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28,376.7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0,679.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5,015.13  

合计 2,979,265.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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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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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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现金管理产品收益 7,820,705.43 

管理层认为，多年来公司将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因此相关收

益不属于性质特殊或偶发性的事项，不将其列报为非经常性损益

不会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的正常判断。基

于上述考虑，管理层未将此项现金管理产品收益列报为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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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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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迎建 境内自然人 22.14% 48,030,838 36,023,128 质押 3,210,000 

徐冬青 境内自然人 8.54% 18,536,874 0   

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 
国有法人 5.81% 12,611,564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

趋势优先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58% 5,599,9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10% 2,385,600 0   

周国怀 境内自然人 1.01% 2,184,600 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

NAL 

ASSOCIATIO

N 

境外法人 0.56% 1,217,09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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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利娥 境内自然人 0.53% 1,145,228 0   

徐冬坚 境内自然人 0.46% 1,006,422 829,816   

陈勇 境内自然人 0.33% 710,1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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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冬青 18,536,874 人民币普通股 18,536,874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12,611,564 人民币普通股 12,611,564 

刘迎建 12,007,71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7,7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趋势优先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5,5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5,599,9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2,385,600 人民币普通股 2,385,600 

周国怀 2,184,6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4,60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1,217,092 人民币普通股 1,217,092 

林利娥 1,145,228 人民币普通股 1,145,228 

陈勇 710,140 人民币普通股 710,140 

范仕星 685,600 人民币普通股 685,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迎建与徐冬青系夫妻关系，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冬青与徐冬坚为

姐弟关系；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范仕星通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685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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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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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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分析 

货币资金相比年初减少11,626.08万元，降低33.60%，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增加备货、预付供应商采购款。  

应收票据相比年初增加104.06万元，增长85.37%，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相比年初减少584.97万元，降低65.36%，主要原因为本期部分划分为应收款项融资的应收票据到期收回。  

预付款项相比年初增加6,466.90万元，增长229.16%，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预付供应商采购款增加。  

存货相比年初增加17,860.32万元，增长77.20%，主要原因为部分子公司销售良好，增加备货。  

开发支出相比年初增加630.11万元，增长401.82%，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增加研发项目支出。  

短期借款相比年初减少1,000.00万元，降低100.00%，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子公司偿还银行贷款。  

应交税费相比年初增加1,070.06万元，增长100.94%，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子公司业绩良好，应交税费增加。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分析 

营业收入同比增加36,274.56万元，增长58.27%，主要原因为公司于2019年5月底整合数字绘画业务，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报告期内笔智能交互业务大幅增长。  

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393.16万元，增长64.80%，主要是由于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同比增加15,956.28万元，增长163.31%，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海外跨境电商平台销售大幅增长，电商平台销售

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同比增加1,487.38万元，增长236.22%，主要是由于美元等外币汇兑损失增加。  

其他收益同比减少3,575.76万元，降低78.36%，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结算与美国苹果公司（Apple Inc.）非注册商标转

让收益。  

投资收益同比增加610.38万元，增长44.37%，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上海汉王歌石投资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225.86万元，降低56.08%，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助减少。  

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728.55万元，增长2592.40%，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业绩良好，计提所得税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分析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41,095.56万元，增长75.47%，主要是因为公司于2019年5月底整合数字绘画业

务，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报告期内笔智能交互业务大幅增长。  

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增加2,727.75万元，增长182.69%，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收到出口退税增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4,459.68万元，降低50.82%，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收到美国苹果公司（Apple 

Inc.）非注册商标转让款。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33,252.60万元，增长98.30%，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部分子公

司增加备货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9,766.20万元，增长102.34%，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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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16,705.99万元，降低37.52%，主要是由于本期理财产品到期金额减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538.83万元，增长33.26%，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收到上海汉王歌石投资收益增加。  

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2,391.74万元，增长289.55%，主要是由于开发支出、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20,714.89万元，降低46.34%，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购买理财产品金额减少。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1,179.00万元，降低99.58%，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权益性投资。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1,200.00万元，降低100.00%，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子公司北京影研、汉王蓝天、汉王容

笔取得银行贷款。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1,100.00万元，降低52.38%，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子公司偿还银行贷款。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639.23万元，增长1019.19%，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子公司汉王智远利润

分配。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2,105.60万元，增长921.91%，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收购汉王智远、汉王数字

少数股东股权。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同比减少1,436.17万元，降低361.78%，主要是由于美元汇率波动所致。 

（四）前三季度业绩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分析 

公司前三季度带动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笔智能交互业务中的数字绘画业务单季实现营业收入2.8亿元，同比增长183%；

汉王友基单季实现净利润0.57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公司在数字绘画相关领域的优势及相关市场与发展趋势简析： 

1）技术全面且领先。公司掌握了笔智能交互领域的两大主流核心技术（电磁触控交互技术和主动电容笔技术），技术水

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公司是全球仅有的两家拥有无线无源电磁触控交互技术专利的企业之一，是主动电容笔国际标准组织

USI的创始会员，参与推动相关技术标准的建立，微软、SONY及国内第一手机品牌厂家是公司电容笔用户。 

2）公司海外电商渠道发挥作用。公司海外电商渠道自16年开始建设，海外疫情的持续推动海外消费者由传统的线下消

费向线上平台转移的进程，欧美线上购物的渗透率进一步提升。目前，数字绘画产品主要通过Amazon、e-Bay、Express、wish、

Lazada等20多个跨境电商平台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公司还开通运营15个国内外独立站点，海外电商渠道及公司

品牌的建立和完善或将带动相关其他品类的产品销往海外市场。 

3）产品的升级换代。数字绘画产品正处于由绘画板向绘画屏过渡升级的过程中，CG行业、文创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绘画

屏产品的市场规模，公司较早地洞察了这一趋势，抓住市场机遇，推出了多款针对消费级市场的高性价比绘画屏产品，多款

产品被亚马逊评为“Bestseller”。 

4）文化创意产业市场持续向好。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更高层次精神追求逐渐释放，全球CG产业持续增长，从业

人员及爱好者逐年增加，该市场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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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及2020年6月3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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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并于2020年5月13日、2020年6月4日披露了相关公

告。 

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6月19日受理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公司于2020年7月9日收到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并于7月28日对前述反馈意见进行回复并公开披露；公司于8月13日收到中国证

监会《关于请做好汉王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并于8月15日进行相关回复并公开披露。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于8月17日经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并于2020年8月26日获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批复，公司于2020年8月18日、2020年8月27日披露了相关公告。 

上述情况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公司于披露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 

 

   2、其他重要事项在本报告期内无后续进展，可参见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 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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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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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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0 9,800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2,242 4,600 0 

合计 26,542 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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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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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29 日 
线上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华商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郭磊等 

数字绘画业

务及大数据

业务的情况 

详细信息请参见公

司于 2020 年 3 月 2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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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披露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001） 

2020 年 06 月

29 日 
线上会议 其他 机构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等 

公司大数据

业务的竞争

优势；计算机

视觉相关技

术的研发进

展 

详细信息请参见公

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n）披露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002） 

2020 年 07 月

15 日 
汉王大厦 实地调研 机构 

新时代证券

股份有限公

司 田杰华 

公司业务规

划及布局；自

然语言处理

方面的研究

进展 

详细信息请参见公

司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n）披露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003） 

2020 年 07 月

27 日 
汉王大厦 实地调研 机构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冯定成 

公司业务及

技术等 

详细信息请参见公

司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n）披露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004） 

2020 年 08 月

28 日 
汉王大厦 实地调研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李伟 

大数据业务

的发展情况

及公司未来

业绩的主要

增长点 

详细信息请参见公

司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n）披露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005） 

2020 年 08 月

31 日 
线上会议 其他 机构 

汇添富基金

夏正安等 

笔智能交互

业务的情况；

公司与中科

院自动化所

的合作情况 

详细信息请参见公

司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n）披露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006） 

2020 年 09 月

01 日 
线上会议 其他 机构 

交银施罗德

基金杨金金

等 

人脸识别业

务的相关情

况及竞争优

势；数字绘画

详细信息请参见公

司于 2020 年 9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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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情况 n）披露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007） 

2020 年 09 月

02 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机构 

华泰证券谢

春生等 

公司 2020 年

上半年的主

要变化 

详细信息请参见公

司于 2020 年 9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n）披露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008） 

2020 年 09 月

03 日 
汉王大厦 实地调研 机构 

博时基金 尹

哲 

公司笔智能

交互业务、人

脸识别业务、

大数据业务

的情况 

详细信息请参见公

司于 2020 年 9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n）披露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009） 

2020 年 09 月

04 日 
汉王大厦 实地调研 机构 

浙商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李晓明

等 

公司核心技

术及 TO B 业

务发展情况 

详细信息请参见公

司于 2020 年 9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n）披露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010） 

2020 年 09 月

09 日 
汉王大厦 实地调研 机构 

宝盈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张戈等 

数字绘画业

务、计算机视

觉业务情况；

TO C 产品的

规划 

详细信息请参见公

司于 2020 年 9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n）披露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011） 

2020 年 09 月

14 日 
北京海淀 其他 机构 

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吕伟 

数字绘画业

务及其他业

务的发展情

况 

详细信息请参见公

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n）披露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012） 

2020 年 09 月

15 日 
线上会议 其他 机构 

上海汐泰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钟成等 

公司技术及

业务情况；数

字绘画业务

相关 

详细信息请参见公

司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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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披露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013） 

2020 年 09 月

16 日 
线上会议 其他 机构 

华商基金 金

曦等 

数字绘画业

务相关情况 

详细信息请参见公

司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n）披露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014） 

2020 年 09 月

17 日 
线上会议 其他 机构 

万家基金束

金伟、德邦基

金韩阳等 

数字绘画业

务相关情况 

详细信息请参见公

司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n）披露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015） 

2020 年 09 月

29 日 
汉王大厦 实地调研 机构 

安信证券胡

又文等、博时

基金刘一泽、

国投瑞银基

金江山 

数字绘画业

务相关情况 

详细信息请参见公

司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n）披露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2020-016）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迎建 

                                                                                       202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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