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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24日 星期六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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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盛业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向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逢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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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0,787,874.72 2,939,246,565.45 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545,329,053.21 1,531,756,230.90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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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01,077.20 -79,213,4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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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2,858,162.54 1,422,979,307.34 1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5,996,069.60 94,773,175.80 -5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867,739.11 85,828,815.04 -29.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95 6.49 减少3.5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9 0.1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9 0.18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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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16.01 -572,19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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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469.77 11,088,29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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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66.28 640,288.4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

回

486,522.44 909,567.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010.30 -3,070,950.1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629,977.25 -23,783,714.64

所得税影响额 -27,654.09 -82,962.27

合计 -2,392,367.14 -14,871,66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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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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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广胜 155,949,500 30.00 0 质押 92,800,000 境内自然人

李广元 145,550,500 28.00 0 质押 144,121,0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凌鸷投资管理中

心 （有限合伙）－世

嘉一号私募基金

8,378,119 1.61 0 未知 0 未知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

中心 （有限合伙）－

润泽前程1号私募基

金

8,159,110 1.57 0 未知 0 未知

盛业武 3,750,000 0.72 0 质押 2,000,000 境内自然人

沈卢东 3,750,000 0.72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浦锦凤 3,614,300 0.70 0 未知 0 未知

李敏 3,035,201 0.58 0 未知 0 未知

周杏英 2,685,400 0.52 0 未知 0 未知

丁伟 2,413,800 0.46 0 未知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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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广胜 155,94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949,500

李广元 145,55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550,500

上海凌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世

嘉一号私募基金

8,378,119 人民币普通股 8,378,119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润泽前程1号私募基金

8,159,110 人民币普通股 8,159,110

盛业武 3,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50,000

沈卢东 3,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50,000

浦锦凤 3,614,300 人民币普通股 3,614,300

李敏 3,035,201 人民币普通股 3,035,201

周杏英 2,685,4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5,400

丁伟 2,413,8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3,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广胜先生与李广元先生为兄弟关系。 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以及前十名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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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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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末数 上年度期末数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期

期末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175,869,973.56 122,722,441.76 43.31

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回款

收到的承兑汇票增加所

致。

预付帐款 29,285,411.95 21,422,671.21 36.70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的铜材

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62,323,894.13 42,392,979.60 47.01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的投

标保证金和业务备用金增

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3,573,631.79 13,552,682.76 73.94

主要系本报告期合营企业

及联营企业投资增加所

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918,920.27 26,355,253.92 -35.80

主要系本报告期设备预付

款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854,977.05 29,995,470.36 -87.15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的年终

奖金在本报告期发放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0,067,621.52 5,084,543.39 98.00

主要系报告期内部分长期

借款转入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91,118,060.70 45,592,838.97 538.52

主要系本报告期新开具国

内信用证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507,362.89 6,592,323.70 -92.30

主要系本报告期套期合约

期末持仓浮动盈亏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其他业务收入 27,606,602.29 74,619,536.58 -63.00

主要系本期铜材贸易业务

同比减少所致。

其他业务支出 24,246,724.04 69,624,957.09 -65.18

主要系本期铜材贸易业务

同比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1,372,744.15 6,045,939.65 88.11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

助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5,320,974.56 -644,420.4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套期无效

部分平仓亏损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7,365,549.69 1,068,018.39 -789.65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入增长

导致应收账款增加， 部分

客户因疫情影响账期延

长， 导致应收账款坏账计

提增加。

营业外支出 4,526,301.70 535,781.54 744.80

主要系本报告期针对疫情

的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0,601,077.20 -79,213,455.4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商

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同比增加， 以及调整采购

结算方式导致支付的现金

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4,380,128.38 -66,764,601.7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购买固定

资产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3,490,603.19 104,299,632.54 -256.75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收账款

回款同比增加， 以及调整

筹资结构导致现金筹资同

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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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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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盛业武

日期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333

证券简称：尚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64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广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55,949,5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9.9958%。本次质押后，李广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100,8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64.6363%，占公司总股本的19.3882%。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广胜先生所持有公司的

部分股份被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李广胜 是 8,000,000 否 否 2020/10/21 2022/10/20

山东龙

信小额

贷款有

限公司

5.1299 1.5387

个人

融资

需求

李广胜 是 6,900,000 否 否 2020/9/15 2021/9/14

浙江农

发小额

贷款股

份有限

公司

4.4245 1.3272

个人

融资

需求

2.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李广胜

155,949,

500

29.9958 85,900,000

100,800,

000

64.6363 19.3882 0 0 0 0

李广元

145,550,

500

27.9986

144,121,

000

144,121,

000

99.0179 27.7206 0 0 0 0

合计

301,500,

000

57.9914

230,021,

000

244,921,

000

81.2342 47.1088 0 0 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李广胜先生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92,8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59.5064%，占公司总股本的17.8494%，对应融资余额30,100万元。 目前控股股东李广胜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

括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个人收入等。

2.控股股东李广胜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李广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

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稳定或股权结构发生变更的实质

性变化。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3333

证券简称：尚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65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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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序号：202702）。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尚纬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A股主板和中小板、B股）

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并向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须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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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天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家

富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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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2,465,345.02 6,442,435,778.76 1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3,030,836,489.27 2,822,844,340.98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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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462,671.71 15.47% 2,087,386,845.79 3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72,676,162.12 104.09% 210,680,075.27 6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69,865,587.07 111.40% 206,498,440.74 89.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121,578,174.21 -28.18% 54,649,512.59 -71.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9 103.76% 0.1104 63.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6 102.15% 0.1091 61.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4% 1.34% 7.27%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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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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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21,529.3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46,512.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706,962.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614.86

合计 4,181,634.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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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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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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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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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市达实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现已更名

为 “昌都市达

实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13% 310,346,881 0 质押 165,739,999

刘磅 境内自然人 6.81% 131,057,031 98,292,773 质押 85,130,000

深圳市投控资

本有限公司－

深圳投控共赢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其他 4.94% 95,108,000 0

张慧 境内自然人 2.00% 38,502,200 0

房志刚 境内自然人 1.97% 37,976,540 0

贾虹 境内自然人 1.42% 27,250,500 0

李葛卫 境内自然人 0.68% 13,000,321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2% 11,908,867 0

程朋胜 境内自然人 0.59% 11,359,378 8,519,533 质押 7,350,000

苏俊锋 境内自然人 0.58% 11,078,531 8,65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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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10,346,881 人民币普通股 310,346,881

深圳市投控资本有限公司－深圳

投控共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5,1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108,000

张慧 38,502,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502,200

房志刚 37,976,540 人民币普通股 37,976,540

刘磅 32,764,258 人民币普通股 32,764,258

贾虹 27,250,500 人民币普通股 27,250,500

李葛卫 13,000,321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32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908,867 人民币普通股 11,908,867

王丹宇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 7,832,400 人民币普通股 7,832,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刘磅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

经理；贾虹女士曾任公司董事；房志刚先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久信医疗创始人，曾任

久信医疗总经理；程朋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苏俊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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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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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70,050,000.00 -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末子公司

达实信息和久信医疗购买的银

行理财未到期。

应收账款 990,578,719.14 1,974,939,542.74 -49.84%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执行新收

入准则，将部分应收账款重分类

至合同资产列示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0,971,276.61 255,091,972.16 -56.5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母公司收

回股权转让款2700万元、子公司

达实租赁收回短期拆借款1亿元

所致。

合同资产 1,413,148,515.58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执行新收

入准则，将部分应收账款重分类

至合同资产列示所致。

持有待售资产 28,807,909.61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母公司大

连城堡项目应收账款抵房、母公

司和子公司达实租赁云浮项目

应收账款抵房并办理房产过户

手续、根据公司对该房产持有意

图将其归在持有待售资产核算。

长期股权投资 14,328,540.66 33,810,569.07 -57.62%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母公司收

购上海沧洱49%股权后持有上

海沧洱100%股权， 公司取得上

海沧洱控制权，核算方法由权益

法转为成本法。

在建工程 767,284,413.30 421,605,668.12 81.9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洪泽湖智

慧医养PPP项目和桃江智慧医养

PPP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 45,496,980.37 27,826,204.56 63.5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末公司研

发项目尚未开发完成所致。

应付票据 393,166,992.38 269,196,594.61 46.05%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母公司较

多采用承兑汇票付款，截至期末

未到兑付期限的票据增加。

预收账款 4,031,928.79 123,888,600.22 -96.75%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采用新收

入准则，将符合收入准则的预收

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0,109,492.66 52,405,236.40 -42.54%

主要原因是年初应付职工薪酬

余额中包含计提的2019年年终

奖。

应交税费 26,755,635.40 18,553,314.00 44.21%

主要原因是母公司根据本报告

期应纳税所得额计提企业所得

税金额增加。

合同负债 139,103,097.95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采用新收

入准则，将符合收入准则的预收

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37,697,264.89 97,429,739.55 41.33%

主要原因是母公司一年内需偿

还的到期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95,018,017.53 129,094,214.73 51.07%

主要原因是母公司本报告期工

程项目进度确认，预提的增值税

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1,513,756,787.16 1,162,186,823.46 30.25%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洪泽湖智

慧医养PPP项目和桃江智慧医养

PPP项目根据项目进展增加专项

借款所致。

长期应付款 4,198,234.94 18,737,132.80 -77.59%

主要原因是母公司本报告期偿

还部分款项、提前一次性偿还融

智节能431万元所致。

库存股 42,693,000.00 62,472,000.00 -31.66%

主要原因是第三期股权激励第

一次业绩未达标，公司回购注销

股份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90,465,195.54 66,061,230.78 36.9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子公司久

信数字、桃江达实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增加所致。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087,386,845.79 1,567,317,211.03 33.18%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数据

中心业务增长、PPP�项目进入实

施阶段、 其他传统业务增长所

致。

营业成本 1,444,490,958.02 1,061,796,757.77 36.0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数据

中心业务增长、PPP�项目进入实

施阶段、 其他传统业务增长所

致。

研发费用 56,945,043.87 29,822,797.62 90.94%

主要原因是母公司本报告期研

发项目主要处于研究阶段，而上

年同期研发项目主要处于开发

阶段所致。

其他收益 21,973,760.31 35,073,167.32 -37.35%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到的即

征即退增值税比本报告期多97

万元；上年同期大型建筑主动蓄

冷的中央空调系统合同能源管

理产业化项目验收结转222万

元、深圳集中式空调能效管控技

术工程实验室验收结转500万

元；上年同期获得于鹏飞工信发

展领域补助244万元。

信用减值损失 -4,872,538.09 - 100.00%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坏账准备

在资产减值损失列示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076,106.22 -9,594,707.97 78.36%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坏账准备

在资产减值损失列示，本报告期

根据会计准则将坏账准备在信

用减值损失列示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9,805.09 -278,530.38 85.71%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裙楼拆除、

母公司清理部分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1,917,061.87 563,247.95 240.36%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母公司收

上海臻龙延迟支付股权转让款

罚息60.71万元， 清理无需支付

供应商款项97.57万元所致。

营业外支出 6,229,715.80 975,520.35 538.6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疫情，捐赠

医疗物资费用增加。

所得税费用 40,367,387.65 9,006,684.21 348.1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根据应纳

税所得额计提的企业所得税费

用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它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9,831.33 689,246.36 -98.57%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处置固定

资产收到的现金较多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688,942,661.64 470,728,875.29 258.7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收回的保

本型银行理财资金较多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3,580,996.63 26,088,019.69 373.7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子公司达

实租赁投放融资保理款较多所

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27,669,712.00 88,000,000.00 -68.56%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购买

达实租赁少数股东股权支付股

权款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814,082,302.01 547,502,384.00 231.3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购买的保

本型银行理财资金较多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9,263,500.00 78,825,368.36 -62.88%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实施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收到股票认

购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53,271,934.08 758,000,000.00 104.92%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子公司达

实信息固定资产贷款转经营性

贷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476,748.40 -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收到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返还的股息

个税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178,490,827.61 844,973,640.72 39.47%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子公司达

实信息固定资产贷款转经营性

贷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111,938,908.90 49,049,342.40 128.22%

主要是本报告期母公司分配普

通股股利支付5707万元。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44,110,775.47 6,000,000.00 635.18%

主要是本报告期母公司支付第

三期限制性股票第一次回购款

1978万元；子公司洪泽湖达实支

付银团费用227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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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1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持有的威立雅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更名前为“上海达

实联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威立雅能源” ）34%的股权转让给上海臻龙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臻龙投资” ）， 详见公司于2018年04月14日披露的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2,240万元，交易

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威立雅能源17%的股权，根据股权转让交易协议约定，臻龙投资将分三

期支付该股权转让款，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臻龙投资已完成第三期转让款的支付，交易已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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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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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 计 净

利 润 的

预 计 数

（万元）

27,430.87

-

-

34,288.58 -34,288.58 增长 180.00%

-

-

200.00%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0.1439

-

-

0.1799 -0.1803 增长 180.00%

-

-

200.00%

业 绩 预

告 的 说

明

2020年公司预计实现的累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幅明显，主要原因是公司持续加强以技术创新驱动，自主研

发的物联网终端产品及解决方案在数据中心业务领域实现增长、 智慧医疗建设及运营服务的PPP项目进入实

施阶段、自主研发的物联网产品在其他业务领域有一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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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408 7,�005 0

合计 181,408 7,�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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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

08日

公司 其他 机构

陈宏章、黄铭杰、陈晖、霍

建业、曲光明、康锦社、王

志、黄黎、邢志中、刘松、

刘凯等283人访问直播平

台。

公司战略及业

务情况。

《2020年7月8日达实智能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刊登于深圳证

券 交 易 所 互 动 易 平 台（http:

//irm.cninfo.com.cn）

2020年08月

31日

公司

电话沟

通

机构

信达证券 郑泽科、 刘晨

旭；郑州云杉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李晟； 同晟投资

张珊； 农银汇理基金 张

亚楠；汇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刘伟林；杭

州青士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吴嘉诚； 广东宝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闫鸣；

福建汇海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黄东宁； 东吴基金

李雅娜。

公司战略及业

务情况。

《2020年8月31日达实智能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刊登于深圳证

券 交 易 所 互 动 易 平 台（http:

//irm.cninfo.com.cn）

2020年09月

08日

公司

实地调

研

机构

华西证券 朱至柔； 龙腾

资管 吴丽莎、张奔；匀丰

资产 杨帆； 前海上证资

管 陈宏亮 等13人参与线

下交流。 红塔证券 刘琦

媛；盘京投资 王震；方正

证券 唐大恒； 宏信证券

贺文丽等235人访问直播

平台。

公司战略及业

务情况。

《2020年9月8日达实智能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刊登于深圳证

券 交 易 所 互 动 易 平 台（http:

//irm.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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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10月1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于2020年10月

23日上午采取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公司会议室，

会议由董事长刘磅先生主持，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 会议的召开与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0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4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20年三季度报告正文》 及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2020年三季度报告全文》。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4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4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4日登载于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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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10月1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全体监事， 于2020年10月23日上午采取通讯会

议的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继朝先生主持，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

决监事3人。 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0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4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20年三季度报告正文》 及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2020年三季度报告全文》。

2.�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相关程序合法。 经过资产减值

准备计提后更能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未发现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4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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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实智能”或“公司” ）于2020年10月23日召

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聘任黄天朗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黄天朗先生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在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黄天朗先生的董事

会秘书任职资格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黄天朗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号码：0755-26525166

传真号码：0755-26639599

电子邮箱：das@chn-das.com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三路7号达实智能大厦。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附件：黄天朗简历

黄天朗先生，1970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曾任深圳市汇凯进出口

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经理，汇凯（南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99年11月进入深圳达实智

能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现任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昌都市达实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深圳达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深圳达实旗云智慧医疗有

限公司董事。

黄天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544,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9%，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

董事会秘书的情形，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

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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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实智能”或“公司” ）于2020年10月23日召

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及公司《资产减值

准备管理制度》的要求，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公司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

的要求，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20年9月30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基于

谨慎性原则，公司根据相关政策要求，对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及评估，在此基础上对可

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2020年1-9月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相关资产新增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

备共计693.19万元，该事项未经审计。其中，单项计提累计增加999.61万元，单项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明细如下表：

科目 预计计提金额（万元） 占2019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

应收款项 881.81 2.57%

合同资产 22.96 0.07%

存货 94.85 0.28%

合计 999.61 2.92%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根据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管理制度》的要求，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计入公司2020年损益，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拟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693.19万元， 预计减少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3.19

万元，相应减少2020年三季度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693.19万元。

三、 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循谨慎

性、合理性原则，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公允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四、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

策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和经营成果，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董事会审议

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

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五、 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相关程序合法。 经过资产减值准

备计提后更能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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