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代码：600699

公司简称：均胜电子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二〇二〇年十月

1 / 8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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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剑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俊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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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28,244,371.89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
上年度末
年度末增减(%)
56,924,829,219.42
-3.33

11,887,642,177.97

12,578,193,939.89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5.49
比上年同期增减
(%)

969,152,852.65

1,936,232,088.62

-49.9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33,880,768,284.73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45,806,437,870.32

比上年同期增减
（%）
-26.03

-282,047,691.41

702,303,373.66

-140.16

267,490,788.73

814,149,602.73

-6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1

5.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3

0.57
0.57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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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7.81 个百分
点
-140.35
-1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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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汽车产业链在 2020 年面临较大的挑战，截止三季度末，全球轻型汽车
产量同比下降约 23%。公司在前三季度实现营收约 339 亿元，同比有所下降；其中第三季度单季实
现营收约 134 亿元，已接近去年三季度水平，较二季度环比增长 61%。受到疫情与安全业务整合的
双重影响，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和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出现下滑，但随着三季度疫情影响的减小和
整合的推进，第三季度单季实现净利润与去年三季度同比和今年二季度环比均有明显改善；其中
2020 年第三季度单季实现归母净利润约 2.6 亿元，较 2019 年同期同比增长约 6,870 万元，较 2020
年二季度环比增长约 8.6 亿元；第三季度单季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约 3.2 亿元，较 2019 年同期
同比增长约 8,050 万元，较 2020 年二季度环比增长约 6.5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销售回
款，使第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有了较大幅度提升，进一步充实了现金储备。
营业收入：受新冠疫情以及公司在 2019 年末对延锋百利得资产处置的影响，2020 年前三季度营业
收入 339 亿与 2019 年同期下降 26%；随着全球疫情在第三季度逐步得到控制，均胜电子各事业部
已经进入全面恢复期。2020 年第三季度单季营业收入约 134 亿，较 2019 年同期同比下滑 11%，较
2020 年二季度则环比增长 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受新冠疫情影响，营业收入有所下降，使得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所减少。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渐减弱和全球业务整合的顺利推进，2020 年第三
季度单季实现约 2.6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19 年同期同比增长约 6,870 万元，
较 2020 年二季度环比增长约 8.6 亿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受新冠疫情影响，营业收入有所下降，使得本期经营现金流有所
减少。
总资产：总资产略有下降，主要系受新冠疫情影响，营业收入有所下降，同时当期汇率波动而产
生境外资产折算人民币后的价值有所降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差异主要系本期因汇率波动而产生的外币报表折算差异损失所
致。
每股收益：下降主要系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所致。
净资产收益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为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所回落。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均联智行获得蔚来汽车 5G-V2X 平台项目定点，项目金额约 6.6 亿元，
产品包含 V2X 的 5G-TBOX 和 5G-VBOX；在电池管理系统（BMS）领域，公司获得大众汽车中国区 MEB
平台的新增车型订单，将为近 130 万辆 MEB 平台纯电动车型提供电池管理和监测单元产品，同时
继续为保时捷提供无线充电和高压快速充电类产品；在充电墙盒、车载充电枪、智能充电桩和高
压充电线等多款新能源汽车领域，公司获得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乘用车等主机
厂的多个开发与量产订单，全生命周期订单额超过 4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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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本期金额
（7－9 月）
6,370,742.5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
的税收返还、减免

-543,3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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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47,76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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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412,928.58

77,378,264.56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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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629,435.62

12,134,571.28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
费用等

-28,974,877.09

-192,436,6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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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95.89

56,095.8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3,070,804.56

-3,070,804.5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3,684,500.04

-711,998,757.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3,062,217.62

187,097,057.72

29,141,375.18

81,714,673.97

-65,490,284.85

-549,538,480.14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说明 1

说明 1：本公司业务遍布全球，自一月末起亚洲、欧洲、北美各地工厂先后根据各地各级政府
的要求停工停产协同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对本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导致停
产期间销售收入无法实现，而同时公司及各子公司在停工期间仍然不可避免的发生人工、折
旧和摊销等固定费用。新冠疫情对于公司的业务影响属于特殊性和偶发性的不可抗力因素，
本公司将停工期间的固定人工、折旧和摊销费用作为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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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87

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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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
数量
状态

股东性
质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76,840,782

38.54

0

质押

48,855,908

3.95

0

无

0

35,248,422

2.85

0

无

0

王剑峰

32,876,959

2.66

0

质押

30,500,000

浙江浙商产融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32,382,363

2.62

0

质押

32,382,36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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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383,999

其他
国有法
人
境内自
然人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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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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
－万向信托－万向信
托－均胜 2 号事务管
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中信期货工银量化宏
观配置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中证新能源
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实产业先
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0,000,000

2.42

0

无

0

其他

29,508,505

2.38

0

无

0

其他

14,249,644

1.15

0

无

0

其他

11,295,730

0.91

0

无

0

其他

10,198,362

0.82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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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普通股
476,840,782
人民币普通股
48,855,908
人民币普通股
35,248,422
人民币普通股
32,876,959
人民币普通股
32,382,363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476,840,78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8,855,90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5,248,422
王剑峰
32,876,959
浙江浙商产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382,363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万向信托
－万向信托－均胜 2 号事务管理类
29,508,505 人民币普通股
29,508,505
单一资金信托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中信期货工
14,249,644 人民币普通股
14,249,644
银量化宏观配置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
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11,295,730 人民币普通股
11,295,730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10,198,362 人民币普通股
10,198,362
实产业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王剑峰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
说明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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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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货币资金
应收账款
存货
应付账款

2020 年 9 月 30 日
6,038,917,247.55
7,014,589,969.60
5,935,301,069.71
8,235,918,040.11

2019 年 12 月 31 日
6,579,622,543.81
8,281,951,475.17
7,287,081,172.45
9,720,108,182.96

增减幅度
-8.22%
-15.30%
-18.55%
-15.27%

其他说明：
以上科目的变化主要是疫情影响下营业收入减少而导致，但公司加强了营运资金的管理，以
应对营业收入下降而带来的资金风险。
（2） 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20 年 7-9 月

2019 年 7-9 月

营业收入

13,350,965,726.88

14,978,957,421.18

营业成本

11,112,933,314.13

销售费用

增减幅度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增减幅度

-10.87%

33,880,768,284.73

45,806,437,870.32

-26.03%

12,523,688,969.71

-11.26%

28,729,577,174.51

38,017,662,837.35

-24.43%

305,186,497.90

372,019,740.27

-17.96%

968,067,104.31

1,038,298,461.88

-6.76%

管理费用

639,569,210.41

890,222,650.62

-28.16%

2,099,799,567.85

2,668,430,646.56

-21.31%

研发费用

600,851,637.87

701,293,237.57

-14.32%

1,697,809,970.44

1,998,849,255.92

-15.06%

财务费用

273,517,945.70

241,815,489.83

13.11%

814,907,051.35

779,813,918.25

4.50%

其他说明：
营业收入：全球各区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前3季度营业收入实现339亿
元，与2019年同期下降26%；随着全球疫情在第3季度逐步得到控制，公司各事业部已经进入
全面恢复期。2020年第三季度单季营业收入约134亿，较2019年同期同比下滑11%，较上一季
度则环比增长61%。
营业成本：第三季度期间公司各项业务得到全面复苏，随着营收的明显回暖，第三季度营业
成本较上一季度环比增长48%。在高效的成本控制基础上，公司第三季度毛利率也得到明显改
善，实现单季度毛利率约16.76%，与2019年同期同比略有提高，较上一季度提高约7.29个百
分点。
销售费用和研发费用：销售费用减少主要是因为公司为了应对疫情对营业收入的影响，采取
短时工作制及安排休假等各种措施降低人工费用，同时控制差旅安排降低差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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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减少主要是因为公司为了应对疫情对营业收入的影响，采取短时工作制
及安排休假等各种措施降低人工费用，同时控制差旅安排降低差旅费用。重组工作仍然按计
划执行，公司也正在根据疫情影响评估重组计划，制定更有效的方案更好地应对危机。
财务费用：主要是由于本期美元对人民币及欧元贬值产生了较大的未实现汇兑损失。
（3）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20 年 7-9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19 年 7-9 月

增减幅度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增减幅度

1,355,149,669.40

254,227,350.00

433.05%

969,152,852.65

1,936,232,088.62

-49.95%

-1,099,700,188.36

-811,737,834.47

-35.47%

-2,533,981,009.98

-2,171,013,128.62

-16.72%

724,564,307.67

-877,545,350.85

182.57%

900,757,140.64

-942,494,251.92

195.57%

其他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较去年同期下降主要系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减
少导致经营现金流入较去年同期下降。由于第三季度公司各项业务的全面复苏，反弹态势强
劲，第三季度单季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13.6亿元，较二季度环比增长约23亿
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较去年同期未有较大变化，主要由于公司为新
获订单仍继续需要投入资本支出。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由于公司为应对疫
情对偿还现金流影响，公司在本期获取了额外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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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季度以来，虽然新冠疫情在欧美地区仍有反复，但各大整车企业在欧美地区的产能已
逐步恢复正常；在国内，主要的整车企业的生产已基本恢复，销售端的情况也在回暖。所以，
三季度因疫情影响发生的固定人工费用以及折旧和摊销费用已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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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对公司前三季度的正常生产和经营造成影响。虽
然目前中国地区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欧美地区疫情也渡过最困难时期，但未来仍不排除反
复的可能，全球汽车行业仍可能受到较大影响。这些风险可能会给公司2020年业绩带来一定
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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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剑峰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