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证券代码：002955

证券简称：鸿合科技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公告编号：2019-056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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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谢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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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4,031,738,703.06

2,155,356,410.24

87.06%

2,846,504,489.59

909,053,439.00

21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增减

比上年同期增减

1,507,435,624.03

-3.01%

3,532,221,590.90

4.90%

132,096,259.38

-28.44%

244,719,126.67

-15.69%

121,041,211.58

-33.48%

214,340,208.88

-20.43%

207,415,317.03

156.90%

-9,556,145.87

-102.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6

-46.37%

2.07

-26.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6

-46.37%

2.07

-26.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5%

-78.04%

13.72%

-6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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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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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318,383.22 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22,775,650.04 取得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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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4,423.02 购买理财产品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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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0,035.95

减：所得税影响额

6,478,29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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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1,276.80

合计

30,378,917.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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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841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鸿达成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境外法人

17.57%

24,107,529

24,107,529

王京

境内自然人

14.27%

19,578,077

19,578,077

邢正

境内自然人

13.76%

18,888,643

18,888,643

张树江

境内自然人

12.23%

16,784,997

16,784,997

境外法人

7.29%

9,999,999

9,999,999

3.60%

4,940,000

4,940,000

2.60%

3,564,750

3,564,750

1.38%

1,900,585

1,900,585

1.04%

1,423,055

1,423,055

0.75%

1,023,392

1,023,392

EAGLE GROUP
BUSINESS
LIM ITED
共青城富视创业
投资管理合伙企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业（有限合伙）
鸿运（天津）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苏州冠新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赵红婵

境内自然人

泰安市茂榕高远
股权投资基金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企业（有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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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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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徐国明

428,332 人民币普通股

428,332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3,132 人民币普通股

203,132

UBS

201,896 人民币普通股

201,896

174,7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700

罗秀珍

158,3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300

吴冬生

128,372 人民币普通股

128,372

卢晓斌

113,916 人民币普通股

113,916

郑汉辉

113,916 人民币普通股

113,916

何国庆

108,132 人民币普通股

108,132

104,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500

AG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金科
创主题 3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标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标
朴 1 号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邢正、邢修青、王京和张树江为一致行动人，邢修青先生与邢正先生为兄弟关系。除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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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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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分析
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货币资金

1,010,449,461.78

579,137,236.34

74.47%

应收票据

9,142,230.32

1,491,780.00

512.84%

应收账款

757,334,217.55

301,685,060.99

151.03%

26,185,773.19

19,062,295.74

37.37%

1,207,942,456.98

228,139,795.99

429.47%

在建工程

29,790,540.91

3,224,858.48

823.78% 主要系实施募投项目投入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007,783.39

7,913,917.05

114.91%

短期借款

8,602,956.10

87,313,720.00

应付票据

186,580,861.21

388,821,820.61

应付账款

767,150,974.47

528,339,852.62

预收款项

43,669,362.65

67,605,198.11

-35.41%

应付职工薪酬

36,875,788.35

69,066,250.33

-46.61% 主要系公司支付员工上年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34,283,515.49

17,146,754.17

99.94% 主要系增值税、所得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6,994,279.72

10,670,710.47

59.26%

137,233,977.00

102,923,977.00

2,012,168,904.68

354,895,109.04

其他应收款

其他流动资产

股本
资本公积
合并利润表项目

金所致
主要系下游客户结算采用的票据增加
较多所致
主要系部分销售项目未到回款期，导致
现金流入较少所致
主要系支付公司新租办公场所等押金
增加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内新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较多所致

主要系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等预付长期
资产购置款增加所致

-90.15% 主要系公司归还部分借款所致
主要系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更换
-52.01%

支付方式所致

45.20% 主要系公司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主要系公司集成项目在本报告期验收
结转所致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基建项目收取的
施工单位押金增加所致

33.34% 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所致
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溢价所

本期数

上年同期

466.98%

致

变动率

变动原因分析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增值税进项税较

税金及附加

4,832,888.67

7,307,982.78

-33.87% 多，应交增值税小于上年同期，涉及的
税金及附加有所下降所致

研发费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所
148,662,352.22

114,251,4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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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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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上年同期外币汇率增幅较大，上

财务费用

-6,854,428.29

-28,831,923.72

76.23%

投资收益

13,574,423.02

374,501.43

3524.67%

2,826,826.06

12,403,622.93

-77.21%

营业外收入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收到的税费返还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较
多，投资收益相应较多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与日常经营活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变动率

变动原因分析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的出口退税款较

58,747,010.83

21,219,523.52

176.85%

365,019,416.41

271,888,810.28

34.2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年同期比本报告期汇兑收益多所致

多所致
主要系增加人员投入及支付上年度年
终奖金所致
主要系公司业务规模扩大，本报告期缴

支付的各项税费

85,190,974.78

61,337,234.87

38.89% 纳2018年末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缴
纳2017年末各项税费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主要系公司对经营活动的投入增加所
309,829,978.82

217,700,888.01

42.32%

858,000,000.00

60,000,000.00

1330.00%

4,480,100.65

214,148.01

1992.06%

153,043.48

865,170.30

-82.31%

投资支付的现金

1,890,500,000.00

248,300,000.00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718,646,552.07

38,600,000.00

4352.45%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08,225,769.88

214,446,195.71

43.73%

-

2,931,603.35

-100.00%

386,524,576.62

124,583,435.71

210.25% 主要系本报告期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7,842,464.70

209,986,598.49

-96.27%

23,369,376.74

5,361,886.79

335.84%

现金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主要系本报告期购买理财较多，滚动到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短期借款略有增
加所致
主要系上年同期有处置子公司部分股
权所致

主要系2018年支付2017年度的分红款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权所致

661.38% 主要系本报告期购买理财较多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益增加较多所致
主要系上年同期有子公司转让部分股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期较多所致
主要系本报告期购买理财较多，投资收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致

所致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支付上市费用较
上年同期增加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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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与人民日报数字传媒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鸿合科技与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日在北京签署《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有限公司与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战略合作协议》，本着优势互补、强化资源整合，共建研发新模式，共建创新新产品，探索 “媒体+产业 ”携手发展的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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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新模式，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原则，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二）公司专利诉讼进展暨签署《和解协议》
2019年1月14日，本公司及子公司鸿合创新收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及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应诉通知书》、《民事起
诉状》等资料，要求公司及子公司鸿合创新应诉：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Z.002841）全资子公司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统称“视睿”），诉称公司
及子公司鸿合创新生产、销售的部分型号智能交互平板产品涉嫌侵犯其一项发明专利（一体机及其触摸菜单的调出方法、专
利号201310118678.5）、三项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显示设备、专利号201520344098.2；红外触摸屏及电路板连接装置、专利
号201320445990.0；一种触摸一体机、专利号201620151482.5），分别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案号2018京73民初1734、1735、
1736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号2018粤73民初3922、3923号）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1、公司向其合计支付专利使
用费、经济损失以及合理开支合计人民币14,300.0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2、公司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涉嫌侵犯其专利
权的产品，销毁侵权产品库存及生产侵权产品的专用模具。
2019年1月17日，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对上述涉诉专利权的无效宣告请求。2019年1月18日，国
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经形式审查，认为以上无效宣告请求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的有关规定，出具了
《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
2019年7月19日公司及子公司鸿合创新收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送达的（2018）粤73民初3922-3923号《开庭传票》等，
按照《开庭传票》规定，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19年9月4日就本案进行开庭审理。
2019年8月12日，公司与视源股份经友好协商签订《和解协议》，内容包括：视源股份及其关联公司应在签订上述协议
起五个工作日内，针对所有境内外向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无效申请均全部提交撤诉申请或撤回申请，包
括但不限于再审阶段、立案阶段以及尚未立案且以提交材料阶段的案件。视源股份及其关联公司负责撤诉的中国专利诉讼案
件。同时，需履行撤诉或撤回义务的上述案件还包括视源股份及其关联公司在美国提起的专利诉讼。视源股份及其关联公司
需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个自然日内向对方提供相应的《撤诉裁定书》以及《撤诉请求》。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应在本协议
签订五个工作日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涉诉四个专利撤回无效请求的申明，并在本协议签订生效起的十个工作日之内向
对方提供《受理回执文件》。签署的相关和解协议正在执行中，上述案件亦未开庭审理。
2019年8月16日，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递交[（2018）京73民初第1734号、(2018）京73民初
第1735号、（2018）京73民初第1736号]三个案件的撤诉申请书，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递交[（2018）粤73民初3922号、（2018）
粤73民初3923号]两个案件的撤诉申请书。同日，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递交关于涉诉专利无效申请的撤回申请。2019年8
月20日和21日，公司已取得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年）京73民初1734号之一、（2018年）京73民初1735号之
一、（2018年）京73民初1736号之一]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73民初3922号之一、（2018）粤73民初3923
号之一]，显示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撤诉。2019年8月23日，公司获悉，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撤回在美
国对公司子公司新线互动公司（Newline Interactive Inc.）和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美国当地法院已
经撤案。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递交的关于涉诉专利无效申请的撤回申请尚未收到裁
定结果。
（三）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9年9月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同日，公司发出《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
2019年9月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
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并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认为相关激励对象作
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019年9月10日至2019年9月19日，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司内网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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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的异议。2019年9月20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2019年9月25日，公司召开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2019年9月2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认为相关事项的调整程序合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授予日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的
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公司与人民日报数字传媒有限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

2019 年 07 月 01 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

2019 年 08 月 14 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8）

公司专利诉讼进展暨签署《和解协
议》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
2019 年 08 月 16 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上的公告《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

2019 年 09 月 10 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7、2019-039）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

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9 年 09 月 25 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5）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

2019 年 09 月 27 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7、2019-048、2019-049、
2019-050、201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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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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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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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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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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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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

148,300.00

108,300.00

0.0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9,900.00

26,300.00

0.00

178,200.00

134,600.00

0.0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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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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