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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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余德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树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春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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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7,957,917.39 6,282,799,736.56 -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13,388,118.81 -147,461,4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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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81,856,763.55 -243,954,7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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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312,996.56 2,790,504,545.60 -2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6,790,041.42 -260,508,814.9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15,203,013.44 -461,090,580.3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4.8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7 -0.5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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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7 -0.5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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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222.81 23,873,07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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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6,159.83 27,330,433.5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27,646.76 -2,546,054.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656,101.76 -10,701,231.74  

所得税影响额 -1,057,923.62 -9,543,253.41  

合计 5,164,558.40 28,412,9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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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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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有限公司 

100,207,883 19.20 0 
无 

 国有法人 

邹永杭 42,357,232 8.12 42,357,232 
冻结 

42,357,232 境内自然

人 

朱汉坤 12,393,988 2.38 12,393,988 
冻结 

12,393,988 境内自然

人 

张奕 7,218,720 1.38 7,218,720 
冻结 

7,218,720 境内自然

人 

南昌万和宜家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5,997,091 1.15 5,997,091 

冻结 

5,997,091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陈家强 3,499,900 0.67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宋天喜 2,660,000 0.51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陈柏桦 1,902,700 0.36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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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 1,893,510 0.36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王一雷 1,530,000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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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

司 

100,207,883 
人民币普通股 

100,207,883 

陈家强 3,4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3,499,900 

宋天喜 2,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60,000 

陈柏桦 1,90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2,700 

马光 1,893,510 人民币普通股 1,893,510 

王一雷 1,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30,000 

西藏紫光春华投资有限公

司 

1,503,080 
人民币普通股 

1,503,080 

王志明 1,39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7,600 

孙亮 1,37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7,700 

潘信燃 1,20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张奕与邹永杭为夫妻关系；邹永杭为南昌万和宜家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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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财务指

标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或本期金额） （或上期金额） 

货币资金 373,071,794.65  988,046,704.41  -62.24% 支付货款、归还贷款，货币资金减少。 

应收票据 140,445,041.74  290,487,144.12  -51.65% 年初商业票据到期兑付或背书结算。 

应收款项融资 8,997,457.20  43,115,600.68  -79.13% 年初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付。 

预付款项 703,295,880.85  454,336,259.68  54.80% 购买材料，支付货款。 

其他应收款 42,409,312.28  153,011,306.02  -72.28% 母公司本年收到原控股子公司优能通信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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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款，子公司浙江航天中汇实业有限公司收到土地收储款项。 

存货 1,414,862,181.80  1,060,729,446.94  33.39% 年中投产。 

合同资产 7,026,753.94  9,214,503.73  -23.74% 收回部分货款质保期尾款。 

其他流动资产 35,163,872.43  61,709,228.51  -43.02% 留抵税费减少。 

投资性房地产 188,728,782.89  315,892,563.95  -40.26% 子公司浙江航天中汇实业有限公司处置所前项目。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088,860.02  14,546,612.79  86.22% 预付设备款等。 

应付票据 310,807,113.91  391,909,618.55  -20.69% 结算部分票据。 

合同负债 350,449,775.28  240,682,496.20  45.61% 预收货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34,897,068.40  65,565,434.68  -46.78% 支付年初的职工薪酬。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50,138,652.05  215,965,901.37  -76.78% 一年内到期的贷款展期。 

长期借款 264,815,949.32  120,000,000.00  120.68% 一年内到期的贷款展期。 

递延所得税负债 65,238,471.46  49,932,930.70  30.65% 
子公司浙江航天中汇实业有限公司土地政府收储，部分相关所得

税款递延至以后年度缴纳。 

营业总收入 2,002,312,996.56  2,790,504,545.60  -28.25% 智慧海派“退表”，并表收入减少。 

营业成本 1,606,186,372.04  2,560,686,170.05  -37.28% 智慧海派“退表”，并表成本减少。 

销售费用 57,903,645.89  102,871,609.74  -43.71% 智慧海派“退表”同时受疫情影响营销活动减少。 

管理费用 187,868,497.57  329,109,006.09  -42.92% 智慧海派“退表”，管理费用减少。 

研发费用 128,332,278.22  300,083,429.28  -57.23% 智慧海派“退表”，研发费用减少。 

财务费用 104,197,235.22  185,614,803.13  -43.86% 智慧海派“退表”，有息负债减少，利息支出减少。 

其他收益 23,706,691.05  115,516,228.07  -79.48% 智慧海派“退表”，政府补助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5,028,850.09  -32,963,070.41  -115.26% 智慧海派“退表”，应收款项坏账计提金额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23,853,063.21  105,721,948.00  -77.44% 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减少。 

营业外收入 3,984,113.00  29,015,543.55  -86.27% 去年同期取得与资产处置相关的补贴款项等。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81,856,763.55  -243,954,756.15  97.52% 智慧海派“退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5,886,085.57  130,257,836.84  73.41% 取得资产处置款同时支付固定资产购置款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5,077,320.54  -185,244,328.11  91.68% 去年同期取得南昌临空城投公司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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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目前公司已被实施暂停上市，若公司披露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营业收入低于 1000万元或者

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等四种情形之一，不符合恢

复上市条件的，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2、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已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的调查

工作仍在进程中。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三）

款的规定，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根据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导致连续会计年度财务指标实际已触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终止

上市标准，公司股票应当被终止上市。公司 2019年度扣非前后净利润均为负，且被出具无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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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的审计报告，如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根据其认定事实，导致公司出现 2016-2018年度

连续三年净利润为负，公司将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由于智慧海派存在业绩造假舞弊行为，智慧海派未能完成承诺利润，但目前交易对方所持上

市公司股票已被全部质押，并被多个法院进行轮候冻结，公司无法直接进行股份回购。公司将尽

快启动相关司法程序，采取财产保全等措施，保障业绩补偿的可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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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余德海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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