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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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傅利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巧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朱竹玲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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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55,003,527.46

29,564,650,212.93

10.11%

18,526,723,166.81

15,643,007,027.91

1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6,327,875,819.49

12.56%

16,166,204,673.11

-1.60%

1,456,149,999.41

128.07%

2,825,124,363.85

50.48%

446,072,294.69

-24.51%

1,736,331,079.79

0.39%

1,374,884,709.97

313.84%

1,267,956,746.02

335.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

127.27%

0.97

51.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

127.27%

0.97

51.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0%

3.60%

16.51%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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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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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136,324,2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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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331,6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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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38,0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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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85,878.00
-5,812,5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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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11,079.4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6,734,693.3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950,322.61

合计

1,088,793,28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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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9,894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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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傅利泉

境内自然人

34.09%

1,023,868,980

811,561,410 质押

244,852,000

朱江明

境内自然人

5.35%

160,577,490

139,846,117 质押

50,754,000

4.59%

138,000,000

0

境外法人

3.58%

107,503,548

0

陈爱玲

境内自然人

2.37%

71,262,813

53,447,110 质押

吴军

境内自然人

2.31%

69,250,886

51,938,164

国有法人

2.09%

62,641,400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2%

39,611,241

0

国有法人

1.05%

31,448,750

0

1.02%

30,617,393

0

上海高毅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高毅 其他
邻山 1 号远望基
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景林资产管 其他

2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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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景
林全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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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利泉

数量

212,307,570 人民币普通股

212,307,570

13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000,000

107,503,548 人民币普通股

107,503,54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2,641,400 人民币普通股

62,641,4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9,611,241 人民币普通股

39,611,24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448,750 人民币普通股

31,448,750

30,617,393 人民币普通股

30,617,393

朱江明

20,731,373 人民币普通股

20,731,373

陈爱玲

17,815,703 人民币普通股

17,815,703

吴军

17,312,722 人民币普通股

17,312,722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景
林全球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傅利泉先生和陈爱玲女士为夫妻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说明

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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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1、货币资金较上年期末增加61.24%，主要是本期货款回笼增加及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较上年期末增加100%，主要是本期新增结构性存款所致；
3、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期末增加120.09%，主要是本期新增应收股权转让款5.88亿所致；
4、存货较上年期末增加32.86%，主要是公司增加备货所致；
5、合同资产较上年期末增加100%，主要是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报表填列所致；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较上年期末增加44.06%，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增加所致；
7、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期末增加35.50%，主要是本期末较上年末新增国债逆回购2.20亿所致；
8、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较上年期末增加182.59%，主要是本期新增对外股权投资所致；
9、在建工程较上年期末增加118.44%，主要是本期继续对杭州智能制造基地二期建设项目及智慧物联解决方案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10、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期末增加122.36%，主要是本期长期资产预付款增加所致；
11、短期借款较上年期末增加49.97%，主要是本期银行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12、应付票据较上年期末减少44.39%，主要是票据到期结算所致；
13、合同负债较上年期末增加100%，主要是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报表填列所致；
14、应付股利较上年期末增加39.75%，主要是限制性股票股利增加所致；
1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期末增加1482.07%，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银行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6、其他流动负债较上年期末增加37.52%，主要是待转销项税增加所致；
17、长期借款较上年期末增加472.31%，主要是本期银行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8、库存股较上年期末减少44.16%，主要是本期限制性股票解锁及离职回购等原因，回购义务减少所致；
19、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期末增加215.48%，主要是外币报表折算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1、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20.95%，主要是本期汇兑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8233.52%，主要是本期股权转让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58.63%，主要是本期金融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动减少所致；
4、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30.57%，主要是本期较上年同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5、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668.94%，主要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司公益性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6、所得税较上年同期增加55.24%，主要是本期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35.58%，主要是公司加强应收款管理，经营回款增加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01.89%，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且上年同期有股份回
购业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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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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2月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
司与关联方宁波华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华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
设立浙江大华存储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大华股份以自有资金出资2,5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2020年2月，该公司设立
完成。
2、2020年2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关联方浙江零跑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华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华汽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共同出资人民币15,000万元设立浙江大华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大华股份以自有资金出资7,650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51%。2020年3月，该公司设立完成。
3、2020年2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天津
镕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取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州旭博智慧城市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签署《合资协议》，共同投资设立中睿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该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000万
元，公司持股占比20%。2020年3月，该公司设立完成，工商核准名为中睿信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4、2019年6月5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有关
内容。
2020年6月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5、2020年7月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受让关
联方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大华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49%股权，公司受让浙江大华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49%
股权涉及关联交易金额共计7,004,918元。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手续已于2020年8月办理完毕。
6、2020年7月24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订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子公司浙江华图微芯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杭州淦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绍兴淦盛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自贸区丰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余姚市阳明智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赣
州大宇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和宇、宁波华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舟山知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舟山巍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华图微芯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20,000万
元，公司已收到交易对方支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61,200万元（占股权转让款的51%）。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手
续已于2020年8月办理完毕。
7、2020年8月12日，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 183 名不再符合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4,822,680 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 4,337,880 股，回购价格为 8.17 元/股；预留授予部分 484,800 股，回购价格为 8.75 元/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3,001,465,530 股调整为 2,996,642,850 股。
8、2020年9月2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及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公司将控股子公司杭州檀木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以4,823,223元的价格转让给非关联自然人吴雨巍，同时，关联
法人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檀木科技27.50%股权以2,600,757元的价格转让给吴雨巍；檀木科技的股东杨丰
将其持有的12%股权以1,134,876元的价格转让给吴雨巍，股东魏美钟将其持有的7%股权以662,011元的价格转让给吴雨巍，
股东张国权将其持有的2.50%股权以23,6433元的价格转让给吴雨巍。公司放弃檀木科技49%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上述事项的
工商变更手续已于2020年9月办理完毕。

重要事项概述
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

披露日期
2020 年 02 月 04 日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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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2020 年 02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2020 年 02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关于终

2019 年 05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2020 年 06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签订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2020 年 04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7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0 年 07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0 年 08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8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9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受让子公司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
项的进展公告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及放弃优先购
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4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用自筹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25.37元/股（含），按回购价格和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总数约15,766,653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的0.53%。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实际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准。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截止2020年4月24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3,391,4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0.45%，最高成交价为17.8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2.9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03,499,400.44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本次
回购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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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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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关联关 是否关
作方名

系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称

中国农 无关联
业银行 关系

中国建 无关联
设银行 关系

银行

无关联
关系

否

否

否

结构性
存款

结构性
存款

衍生品
投资初 起始日 终止日 期初投
始投资

期

10,000 05 月 20 12 月 29
日

日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0

10,000

（如

末净资

实际损
益金额

产比例

0

80,000

10,000

0.54%

02 月 28 09 月 30
日
90,000

80,000

712.83

日

2020 年 2020 年

无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金额

资金额 报告期

报告期

日

80,000 06 月 05 09 月 03

涉诉情况（如适用）

期（如有)

金额

金额

期末投 占公司

2020 年 2020 年

自有资金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内购入 内售出

资金额

有）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期（如有)

资金额

报告期 报告期 值准备

2020 年 2020 年

约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

金额

外汇合

合计

期末投

计提减

0

日
--

--

0

305,674 305,674
.82

395,674 385,674
.82

63.57

.82

.82

10,000

0.54%

776.4

2020 年 04 月 03 日

2020 年 05 月 13 日

结构性存款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的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 日披露的《关于
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5 号）及 2020 年 4 月 3
日披露的《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交易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20-022 号）
。

报告期本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未到期的结构性存款，按照利率与外汇期权挂钩确定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远期结售汇合同报价与远期外汇价格的差异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或交
易性金融负债。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无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无

9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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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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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性存款

委托理财发生额

自有资金

合计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90,000

10,000

9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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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受托
机构
名称
（或
受托
人姓
名）

受托
机构
（或 产品类
受托

型

金额

资金

起始

终止

资金

来源

日期

日期

投向

人）类

报酬
确定
方式

参考

预期

年化

收益

收益

（如

率

有

型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报告

计提

期损

减值 是否 是否 事项概述

益实

准备 经过 还有 及相关查

际收

金额 法定 委托 询索引

回情

（如 程序 理财 （如有）

况

未来

有）

计划

2020 年 4
月 3 日披
2020

中国
农业

银行

银行

结构性
存款

10,000

露于巨潮

2020

自有 年 05 年 12

合同

资金 月 20 月 29

约定

日

未到
3.60%

期

是

资讯网
是 （www.c
ninfo.co

日

m.cn） 上
的《关于
使用自有
中国
建设
银行

银行

结构性
存款

自有
80,000

资金

2020

2020

年 06 年 09
月 05 月 03

约定

资金购买

已到

合同
3.70%

712.83 期收
回

是

是 银行理财
产品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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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日

告》
（公告
编号：
2020-025
号）

合计

90,000

--

--

--

--

--

--

712.8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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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对

方式

象类型

谈论的主要内容 调研的基本情况

接待对象

及提供的资料

光大保德信；海通自营；泰信基金；诺德基
2020 年 01
月 07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金；百年资产；信诚基金；富国基金；国元
证券；中银基金；准锦资产；仁布投资；盛
麒资产；粤民投；海通证券

公司产品与解决
方案，公司的重点
技术投入方向等
内容进行交流，未
提供资料。

索引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
nfo.com.cn）投资
者关系活动表

瑞银证券；Employees Provident Fund；UBS
Asset；Point72 Asset；UBS Wealth；Fullerton
Fund；Allianz Global Investors；IvyRock Asset；
Franklin Templeton；Kasikorn Asset；Mirae
Asset Management；Nomura Asset；Nippon Life
Insurance；Permodalan Nasional；Berhad；SCB 公司的经营情况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01
月 16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

机构、个 Asset Management ； Sumitomo Mitsui DS 和发展的战略方 （http://www.cni

调研

人

Asset ； Veritas Investment ； PAG ； Willing 向等内容进行交 nfo.com.cn）投资
Capital；Pinpoint Asset；Q Fund；Neo Criterion 流，未提供资料。 者关系活动表
Capital；UG Investment；Bell Asset；Artisan
Partners；Cathay Securities Investment Trust；
Franklin

Templeton ； GF

Fund ； Pala

Investments；Pine Summit；Luxence Capital；
Qilin Asse；Maitri Asset；鸿瑞投资；津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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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广发证券；徐淑丽；桑宏
公司的经营情况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01
月 17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易方达基金

和发展的战略方 （http://www.cni
向等内容进行交 nfo.com.cn）投资
流，未提供资料。者关系活动表

BridgeRiver Capital；安信基金；CCBI 证券；
安信证券；CLSA 证券；白犀资产；重阳投
资；百年保险；Elephas Investment；宝盈基金；
Franklin Templeton；诚盛投资；HSBC；至璞
投资；IDG 资本；磐泽资产；JQ Asset；曜德
投资；Manulife；北信瑞丰基金；Orchid Asia；
碧云资本；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大
成 基 金 ； Samsung AM ； 大 家 保 险 集 团 ；
Schroders；大嘉资产；Trivest；大禹投资；
TT 基金；德坤资产；UBS；鼎盛长城基金；
Willing Capital；鼎天投资；富达国际；高盛
证券；高观投资；光大保德信基金；毅恒资
本；东方阿尔法基金；彬元资本；东方港湾
投资；秉承资产；东方基金；财通资管；东
方证券；常青藤；东方资管；琛晟资产；东
吴基金；辰翔投资；东吴人寿保险；乘是资
产；东兴基金；炳申投资；东亚前海证券；
方正证券；敦颐资产；福建哲源资产；方圆
2020 年 02
月 28 日

公司会议室

电话

机构、个

沟通

人

基金；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方正证券；富

公司后续发展战
略规划和目标，公 详见巨潮资讯网

司管理变革情况，（http://www.cni
安达基金；光大证券；工银国际；广发证券；
实体清单影响等 nfo.com.cn）投资
古槐投资；广福投资；观富资产；广信基金；
进行交流，未提供 者关系活动表
国开证券；广州金域投资；国联人寿保险；
资料。
海尔资本；国盛证券；海宁拾贝投资；国泰
君安；海通基金；国泰君安香港；海通研究
所；国泰君安资管；海通证券；国投瑞银；
瀚亚投资；国新投资；行健资产；国元证券；
杭州玖龙资产；汉丰资管；瀚伦投资；浩成
资产管理；华金证券；恒名资产；华勤通讯 ；
恒远资本；华融证券；弘尚资产；华商基金；
宏利资产管理；华夏未来资本；宏尚资产；
华泰新产业基金；泓嘉基金；华夏财富创新
投资；花旗银行；华夏基金；华创证券；华
元投资；华安基金；汇丰银行；华富基金；
汇丰晋信基金；华金证券；惠理基金；汇丰
银行 ；嘉实基金；汇添富基金；建信保险资
产；混沌投资；建信基金；金库资本；江苏
汇鸿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塔投资；
江苏瑞华投资；金信基金；瑞银集团；金鹰
基金；润晖投资；金元顺安基金；青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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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林资产；融通资本；景顺长城基金；锐意
资本；九泰基金；瑞信证券；巨信控股；青
鼎资产；珏源投资；群益金鼎证券；君道资
产；厦门国贸；君和资本；保银投资；宽远
资产；泊通投资；乐享财富；成芳投资；丽
景资本；海宸投资；罗盘资本 ；上海翰谭投
资；麦格理证券；昊青资产管理；民生证券；
集元资产；摩根大通；上海理臻投资；摩根
史丹利；上海璐鑫投资；诺安基金；上海麦
琪可有限公司；诺德基金；上海森锦投资；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斯诺波投
资；南华基金；上海迎水投资；农银汇理基
金；上海瀛之杰汽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盘
京投资；上海涌峰投资；鹏华基金；上海证
券；平安证券；上投摩根基金；平安证券资
管部；申万宏源证券；平安基金；深圳丰岭
资本；平安银行；深圳熙山资本；深圳河床
投资；石壁投资；深圳锦洋投资基金；世诚
投资；深圳聚鸣投资；顺时国际投资；深圳
龙腾资产；太平洋保险；天风证券；翼虎投
资；泰康资产；懿德投资；泰信基金；银号
资本；万联证券；银华基金；望工资产；银
杏资本；西泽投资；英大证券；黎来论；吕
伟志；吴达；周航；张作星；邓环宇；程伟；
胡飞；刘荣增；王平然
BROAD PEAK；Willing Capital；Citi；安本
标准投资；CLSA；安信证券；Compass Capital；
北京诚盛投资；cyberatlas capital；北京沣沛
投资；Idc 咨询；毕盛投资；Manulife；碧云
资本；NSR；彬元资本；Omdia；兵工财务有
限公司；Uob；泊通投资；博远基金；大家资
管；财联社；大筝资产；常春藤资产；淡水
泉投资；琛晟资；邓普顿基金；辰翔投资；

2020 年 04
月 03 日

公司会议室

电话
沟通

国内和海外业务 详见巨潮资讯网
砥俊资产；诚通基金；鼎天投资；川财证券；
情况，疫情对公司 （http://www.cni
机构、个
东方阿尔法基金；创金合信基金；东方基金；
人
的影响等进行交 nfo.com.cn）投资
淳厚基金；东方马拉松投资；大成基金；东
流，未提供资料。者关系活动表
方证券；东方证券资产管理；东海基金；东
荣有限公司；高盛资产；东吴人寿保险；歌
易投资；东亚前海证券；工银国际；泛海投
资；广发基金；方正证券；广发证券；丰岭
资本；广证恒生证券；富安达基金；广州昭
时投资；富邦证券；国都证券；富达国际；
国金基金；高盛证券；国联安基金；国联人
寿保险；瀚伦投资；国融基金；行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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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盛证券；杭州秉怀资产；国寿安保基金；
杭州玖龙资产；国泰基金；杭州伟力；国泰
君安证券；和坤资产；国新投资；弘毅远方
基金；国元证券；红塔证券；海成投资；红
土创新基金；海通证券；宏盛资产；泓嘉基
金；汇丰晋信基金；华安证券；汇丰银行；
华宸未来基金；汇利资产；华创证券；汇添
富基金；华富基金；惠宏资产；华金证券；
惠理基金；华泰证券；慧创蚨祥投资；华夏
未来资本；混沌投资；加拿大鲍尔投资；江
苏瑞华投资；嘉实基金；金库资本；建信养
老金；金鹰基金；景林资产；美源集团；君
和资本；民生证券；凯读投资；明河投资；
宽远资产；摩根大通；昆仑资本；摩根士丹
利；乐享财富；纳思达基金；泸州盛笃投资；
南方基金；马可波罗资产；南京双安资产；
麦格理证券；南山人寿保险；美硕科技；农
银汇理基金；诺德基金；瑞士信贷；鹏华基
金；瑞信方正证券；前海开源基金；瑞信证
券；前海人寿保险；瑞兴投资；前海粤鸿金
融投资；瑞银证券；桥河资本；睿远基金；
青铜资本；三井住友资产；群益证券；三星
资产；锐意资本；森锦投资；瑞丰基金；善
渊投资；上海歌易投资；深圳华强资产；上
海人寿保险；神农投资；上海世诚投资；生
命保险资产；上海中域资产；施罗德基金；
上海锥云资产；拾贝投资；上投摩根基金；
太保资产管理；尚科投资；太平洋资产；申
万宏源；泰信基金；申万菱信基金；泰旸资
产；深圳鼎呈投资；天达资产；天风证券；
天际资本；同犇投资；新时代证券；万家基
金；鑫元基金；望正资产；信达证券；西部
利得基金； 兴全基金；西部证券；兴业证券；
西泽投资；兴证资产；湘财证券；秀龙财富；
新华资产；玄卜投资；新活力资本；循远资
产；新乔资本；亚太财产保险；亚太财险；
涌峰投资；易方达基金；域秀资本；易鑫安
资产；誉辉资本；益亨投资；圆信永丰基金；
毅德投资；源乘投资；毅恒资本；泽铭投资；
银杏资本；泽泉投资；银叶投资；长城人寿
保险；盈峰资本；长城证券；永瑞财富；长
见投资；长江养老保险；中安信联；长江资
产管理；中安信联科技；长金投资；中国人
寿保险；长信基金；中荷人寿；招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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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联合保险；招商银行；中加基金；招商
证券；中金财富证券；浙江善渊投资；中金
公司；浙商基金；中科沃土基金；真思电子；
中融基金；中泰证券；中信产业基金；中信
保诚人寿；中信建投证券；中信资本；中债
公司；中银国际证券；重阳投资；中再资产；
朱雀基金；中信证券；宁爽；宋君；陈吉；
邓常青；谷幼萍；黄梓涵；林洪波；陆伟；
王平然；谢新仓；徐子豪；林凯
Esr Invensment ； 摩 根 大 通 ； Franklin
Templeton；摩根士丹利基金；SCHRODERS；
挪威主权基金；Torq 资本；鹏华基金；安本
标准投资；群益证券；安信证券；仁桥资产；
毕盛投资；锐意资本；碧云资本；瑞丰；彬
元资本；瑞士联合资产；炳申投资；瑞士信
贷；淳厚基金；瑞信证券；达通投资；瑞银；
大成基金；睿远基金；砥俊资产；润晖投资；
鼎天投资；三井住友资管；东方基金；善渊
投资；东方证券；上海泊通投资；东兴基金；
上海承树投资；东兴证券；上海宽远资产；
方圆天成资本；上海林孚投资；方正证券；
上海朴易资产；丰岭资本；上海森锦投资；
富安达基金；上海探颐；富华基金；上海益
菁汇资管；高盛证券；上海中域投资；高新
兴科技；上海追云资产；光大证券；上投摩 公司自身竞争力
2020 年 04
月 28 日

公司会议室

电话

机构、个

沟通

人

根基金；广东宝新资产；尚科投资；广发证 提升情况，公司未
券；申万宏源研究所；广证恒生证券；清源 来的转型和布局
创业投资；广州长金投资；燊茂基金公司； 等进行交流，未提
国都证券；拾贝投资；国海证券；泰康资管；供资料。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
nfo.com.cn）投资
者关系活动表

国金基金；西部证券；国联安基金；新华资
产；国盛证券；新活力资本；国泰君安证券；
新侨资本；国投瑞银基金；新时代；国元证
券；新时代证券；海通国际基金；鑫元基金；
海通国际证券；信达证券；海通证券；兴全
基金；行健资管；兴业证券；浩成资产；兴
证全球基金；和坤资本；秀龙财富；红塔证
券；玄卜投资；红土创新基金；益亨投资；
华安基金；毅恒资本；华金证券；盈峰资本；
华泰证券；永诚财险；华夏未来资本；鋆昊
资本；汇丰银行；泽泉投资；汇添富基金；
长城证券；建银国际证券；长江证券；江苏
瑞华投资；长江资本；晋达资产；长盛基金；
景林资产；长信基金；九城资本；招商证券；
九泰基金；招银理财；巨信控股；浙江善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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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钜派；挚信资本；君禾投资基金；中
国银河证券；君和资本；中金财富证券；旷
世投资；中金公司；昆仑资本；中金资本；
罗盘资本；中泰证券；麦格理证券；中信证
券；明河投资；中信资管；中信资本；陈大
章；陈吉；姬新悦
锦泰期货；中联投资；川财证券；与君投资；红外测温产品对
2020 年 05
月 12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

机构、个

调研

人

上海凯梵投资；若汐投资；财通证券；杭州 业务的影响，公司
众钰投资；上海见龙资产；玖龙资产；追云 的内部变革情况
资产；明悦资产；广龙投资；王焕明；罗祎 等进行交流，未提
辰

2020 年 09
月 04 日

2020 年 09
月 07 日

公司会议室

公司会议室

实地
调研

实地
调研

机构

海通国际；兰馨亚洲；马来西亚政府投资；Q
Fund；禾其投资

机构

供资料。
公司经营情况、财
务状况等进行交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
nfo.com.cn）投资
者关系活动表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

nfo.com.cn）投资
流，未提供资料。
者关系活动表

浙商基金；悟空投资；凯丰投资；川财证券；
详见巨潮资讯网
公司经营情况、财
上投摩根；同安投资；国信证券；景领投资；
（http://www.cni
务状况等进行交
中银国际；丰岭资管；生命保险资管；融通
nfo.com.cn）投资
流，未提供资料。
基金；国泰君安
者关系活动表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傅利泉
2020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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