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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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鸿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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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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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85,603 33,751,570 1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399,335 28,700,288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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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147 1,854,908 (3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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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3,860 9,521,817 (1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6,798 5,176,119 (6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6,642 2,585,618 (42.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8 19.97 减少 14.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77 (67.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77 (67.5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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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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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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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7 63,483 

 

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损益 13,202 14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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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5 25,17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454) (18,7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5) (129)  

所得税影响额 134 (1,988)  

合计 15,927 21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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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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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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奇信志成科技有限公司 3,296,744,163 48.74 3,296,744,163 质押 3,296,744,163 境内非国有法人 

周鸿祎 821,281,583 12.14 821,281,583 无 0 境内自然人 

天津欣新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7,099,052 3.06 83,192,232 质押 194,115,209 其他 

天津众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0,878,127 2.82 190,878,127 无 0 其他 

北京红杉懿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5,112,199 2.15 55,738,800 质押 130,057,200 其他 

天津信心奇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118,969 1.45 43,393,851 质押 86,787,702 其他 

浙江海宁国安睿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5,808,175 1.42 33,276,886 质押 88,738,363 其他 

金志峰 82,410,872 1.22 0 质押 62,000,000 境内自然人 

齐向东 74,913,726 1.11 36,362,136 无 0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平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72,700,218 1.07 26,621,529 质押 62,116,902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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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欣新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3,906,820 人民币普通股 123,906,820 

北京红杉懿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9,373,399 人民币普通股 89,373,399 

金志峰 82,410,872 人民币普通股 82,410,872 

浙江海宁国安睿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531,289 人民币普通股 62,531,289 

天津信心奇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725,118 人民币普通股 54,725,118 

深圳市平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46,078,689 人民币普通股 46,078,68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9,875,905 人民币普通股 39,875,905 

齐向东 38,551,590 人民币普通股 38,55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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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祖铭 35,032,8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32,800 

宁波博睿维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961,595 人民币普通股 32,961,5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奇信志成和天津众信系周鸿祎先生控制的企业，周鸿祎先生、奇信志成和天津众信构成一致行动

关系； 

（2）天津欣新盛、红杉懿远、信心奇缘和海宁国安分别持有奇信志成 13.13%、8.80%、6.85%和 5.25%

的股权，与奇信志成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3）金祖铭先生和金志峰先生系父子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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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6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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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以下情况说明： 

 

3.1.1 资产负债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8,880 130,450 (85.53) 
本期减少主要为理财产品到期赎

回。 

应收票据 11,338 346 3,176.88 
本期增加主要为使用银行承兑汇

票结算增加。 

应收账款 1,505,386 2,239,828 (32.79) 本期减少主要为收入下降所致。 

预付款项 240,379 168,493 42.66 
本期增加主要为智能硬件业务存

货采购预付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672,337 384,029 75.07 
本期增加主要为应收投资处置款

增加所致。 

存货 473,066 278,103 70.10 

本期增加主要为智能硬件收入增

长及产品品类增多，备货提升所

致。 

合同资产 143,570  100.00 本期增加为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4,457,700 3,427,193 30.07 
本期增加主要为增加天津金城银

行投资。 

无形资产 544,009 333,969 62.89 
本期增加主要为并购子公司增加

及新增购买无形资产。 

商誉 1,544,571 1,092,114 41.43 
本期增加主要为新增瀚思科技等

并购项目。 

长期待摊费用 330,893 148,090 123.44 
本期增加主要为引进新游戏所支

付的游戏版权金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07 3,695 (70.04) 

本期减少主要为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减少，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减

少。 

其他非流动资产 493,760 342,723 44.07 本期增加主要为预付投资款增加。 

短期借款 2,295,729  100.00 本期增加为新增银行短期借款。 

预收款项 308 636,053 (99.95) 本期减少为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合同负债 899,509 
 

100.00 本期增加为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76,067 33,529 126.87 
本期增加主要为应纳税暂时性差

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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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利润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

期末（1-9月） 

上年初至报告

期末（1-9月）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31,454 144,047 (78.16) 

本期减少主要为上期发生重大

资产重组发行股份缴纳印花税，

税收优惠本期文建费减少。 

财务费用 (572,201) (431,536) (32.60) 
本期减少主要为定期存款的利

息收入增加。 

其他收益 82,920 49,198 68.54 

本期增加主要为政府补助项目

验收和进项税加计扣除增加所

致。 

投资收益(损失) 180,293 3,106,107 (94.20) 
本期减少主要为 2019 年转让奇

安信股权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损失) 
24,176 9,432 156.32 

本期增加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上升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662) (16,357) (89.84) 
本期主要减少为上期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8,554 (1,612) (630.65) 
本期减少主要为长账龄应收款

回款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336 32,412 (31.09) 
本期减少主要为政府补助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支出 31,901 9,173 247.77 
本期增加主要为抗击疫情公益

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452,070 1,109,936 (59.27) 
本期减少主要为 2019 年处置奇

安信收益计提所得税所致。 

 

3.1.3 现金流量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16,147 1,854,908 (39.83) 本期减少主要为收入下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56,159 (752,647) 359.90 

本期增加主要为新增银行短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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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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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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鸿袆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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