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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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戚国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苗小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殷文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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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009,005.54 1,155,756,249.66 1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87,794,025.12 991,764,681.61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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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940,237.54 140,899,535.38 -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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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075,137.19 337,288,090.14 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9,575,766.16 124,939,880.55 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1,236,846.93 104,459,636.57 6.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27 13.92 减少 1.6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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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3 0.80 3.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3 0.80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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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87.25 -28,4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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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9,201.86 5,752,96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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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4,650.68 15,630,268.3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4,386.13 22,168.6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5,187.76 15,187.7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  

所得税影响额 -1,056,982.30 -3,053,186.85  

合计 6,837,956.88 18,338,9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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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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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富韵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48,146,986 30.76 -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Golden   

Pro.Enterprise Co., 

Limited 

39,393,073 25.17 - 无 - 境外法人 

戚国强 15,153,704 9.68 - 无 - 境内自然人 

北京汇宝金源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3,498,300 2.23 - 无 - 其他 

常州市常乐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2,332,200 1.49 -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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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资管－

建设银行－国泰君安

君得鑫两年持有期混

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1,660,000 1.06 - 无 - 其他 

周宇 1,386,371 0.89 - 无 - 境内自然人 

徐志英 1,155,397 0.74 - 无 - 境内自然人 

徐冰钰 968,512 0.62 - 无 - 境内自然人 

窦小明 883,437 0.56 -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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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富韵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48,146,986 人民币普通股 48,146,986 

Golden Pro.Enterprise 

Co., Limited 
39,393,073 人民币普通股 39,393,073 

戚国强 15,153,704 人民币普通股 15,153,704 

北京汇宝金源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3,498,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98,300 

常州市常乐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2,332,200 人民币普通股 2,332,200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建设

银行－国泰君安君得鑫两

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0,000 

周宇 1,386,371 人民币普通股 1,386,371 

徐志英 1,155,397 人民币普通股 1,155,397 

徐冰钰 968,512 人民币普通股 968,512 

窦小明 883,437 人民币普通股 883,43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常州市富韵投资咨询有限公司、Golden Pro. Enterprise Co., 

Limited、戚国强系一致行动人，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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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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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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报告期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发生重大变动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情况

说明 

应收账款 120,359,339.62 9.40 88,799,512.94 7.68 35.54 注 1 

应收款项融资 12,894,726.72 1.01 1,227,622.51 0.11 950.38 注 2 

预付款项 1,455,805.45 0.11 695,131.50 0.06 109.43 注 3 

投资性房地产 13,652,346.51 1.07 - - 
 

注 4 

应付票据 47,517,213.41 3.71 23,908,998.87 2.07 98.74 注 5 

预收款项 - - 18,996,442.31 1.64 -100.00 注 6 

合同负债 18,689,938.97 1.46 - - 
 

注 6 

应交税费 11,131,846.28 0.87 8,503,989.69 0.74 30.90 注 7 

其他应付款 1,851,000.67 0.14 14,523,268.65 1.26 -87.25 注 8 

注1、 应收账款本期期末数较上期末增加，主要系立讯精密、歌尔股份等客户集中采购增加使得尚

未到收款期的款项增加所致。 

注2、 应收款项融资本期期末数较上期末增加，主要系本期所收货款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注3、 预付账款本期期末数较上期期末数增加，主要系本期末预付原物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注4、 投资性房地产本期期末数系报告期内出租的一间办公房屋。 

注5、 应付票据本期期末数较上期期末数增加，主要系以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原物料采购款增

加所致。 

注6、 预收账款本期期末数较上期末减少和合同负债本期期末数较上期末增加，主要系公司于2020

年1月1日首次实施新收入准则，将预先向客户收取的销售货款从预收账款调整至合同负债及

应交税费之待转销项税额列报所致。 

注7、 应交税费本期期末数较上期末增加，主要系公司第三季度收入增加使得应交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合同负债对应的待转销项税额等相应增加所致。 

注8、 其他应付款本期期末数较上年末减少，主要系公司于本期回购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导致应付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减为0所致。 

2、 报告期公司利润表项目发生重大变动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比上年同期增减(%) 
情况说

明 

财务费用 2,075,618.68 -12,728,271.03 -116.31 注 1 

信用减值损失 -719,035.80 -81,113.78 786.45 注 2 

资产减值损失 -870,631.90 -1,297,174.29 -32.88 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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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财务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主要系美元汇率变动导致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注2、 信用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以账龄组合为基础测算减值损

失增加所致。 

注3、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主要系本期存货跌价准备依规测算减少所致。 

3、 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发生重大变动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情况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112,020.77 -7,307,523.28 791.03 注 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184,062.95 -67,634,095.57 -31.71 注 2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6,548,944.65 6,307,813.12 -203.82 注 3 

 

注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进行现金管理投入

理财本金净额增加，及支付收购苏州恩欧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85%股权转让款所致。 

注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为分配股利3,287.21万元和回购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支付价款1,331.20万元；上年同期

金额为分配股利4,730.50万元、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支付款项2,000.51

万元及回购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支付款项32.40万元。 

注3、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主要系美元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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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戚国强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