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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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开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宝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慧仪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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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461,595,063.50

2,292,351,037.87

-36.24%

87,174,234.49

90,147,708.45

-3.30%

85,936,014.02

90,124,997.53

-4.65%

253,796,905.37

-4,920,966.48

5,257.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7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7

-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4%

2.39%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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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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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7,227,245.88

5,365,084,010.13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30,453,952.17

3,843,506,612.43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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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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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2,165.52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1,698.6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2,845.24

减：所得税影响额

422,251.9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6,236.92

合计

1,238,220.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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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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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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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36,96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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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吴开贤

境内自然人

29.11%

158,508,340

118,881,255

颜素贞

境内自然人

8.81%

48,000,000

0

吴森岳

境内自然人

5.90%

32,121,000

0

吴森杰

境内自然人

5.88%

32,000,000

24,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7%

22,710,000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

13,626,000

0

境内自然人

0.88%

4,800,000

3,600,000

0.53%

2,887,287

0

数量

金鹰基金－广发
银行－金鹰中植
产投定增 5 号资
产管理计划
金鹰基金－浦发
银行－金鹰中植
产投定增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裘荣庆
平安大华基金－
平安银行－平安
大华平安金橙财 境内非国有法人
富宏运 141 号一
期资产管理计划
王总成

境内自然人

0.51%

2,802,700

0

柯美莉

境内自然人

0.46%

2,523,040

2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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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素贞

4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0

吴开贤

39,627,085 人民币普通股

39,627,085

吴森岳

32,12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121,000

22,7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710,000

金鹰基金－广发银行－金鹰中植
产投定增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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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基金－浦发银行－金鹰中植

13,6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26,000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2,887,287 人民币普通股

2,887,287

王总成

2,802,7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2,700

柯美莉

2,502,240 人民币普通股

2,502,240

折霜炯

1,66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4,900

产投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吴森杰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安
大华平安金橙财富宏运 141 号一期
资产管理计划

上述股东吴开贤、颜素贞是夫妻，吴森杰、吴森岳是吴开贤、颜素贞夫妇的儿子；金鹰
基金-浦发银行-金鹰中植产投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金鹰基金-广发银行-金鹰中植产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投定增 5 号资产管理计划由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统一控制；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说明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前 10 名
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其他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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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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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
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40.74%，主要是报告期内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收回以及正常经营资金收支所致。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32.18%，主要是年末为公司回款高峰期，应收账款相对减少，进入销售期后，应收账款相应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47.45%，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保持正常的经营活动，适时调整上下游客户和供应商的结算方式所致。
预付账款
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44.14%，主要是根据与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协议结算货款的影响。
其他应收款
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260.88%，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曾孙企业海宁众业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比例向其少数股东支
付收到的出售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担保履约金所致。
应付票据
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68.52%，主要是公司根据与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协议结算货款，并以自有库存汇票背书转让支付供应商
货款所致。
应付账款
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43.16%，主要是根据与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协议支付货款以及期末采购未到结算时点所致。
预收款项
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100%，主要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
22 号），将“预收款项”调整到“合同负债”所致。
合同负债
期末余额增加20529.68万元，主要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
22 号），将“预收款项”调整到“合同负债”所致。
其他应付款
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82.48%，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曾孙企业海宁众业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取微宏动力系统（湖
州）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担保履约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70.10%，主要是上年度末计提的员工年度奖金在本报告期支付所致。
应交税费
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54.16%，主要是报告期内根据相关经营情况计提应缴税费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47.40%，主要是报告期内，境外子公司外币折算差额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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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6.24%，主要是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致公司销售下降。
营业成本
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9.91%，主要是随着营业收入的下降，营业成本相应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5.05%，主要是随着营业收入的下降，税金及附加相应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17.89%，主要是报告期内筹资费用同比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507.43%，主要是收到政府补助等不具可持续性的事项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
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785.86%，主要是报告期内取得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88.67%，主要是报告期内根据“预期信用损失法”、风险类型分析法计提各项减值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
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0.16%，主要是收到政府补贴、客户违约金等不具可持续性的事项影响所致。
营业外支出
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90.72%，主要是固定资产报废损失及订单违约金等不具可持续性的事项影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5,379.69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保持正常的经营活动，调整客户和供应商的结算方式，使
得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63.50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龙湖区珠津工业区工程、龙湖区珠津工业区工程二期继续
建造的影响。
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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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77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偿还银行借款、支付银行借款利息以及股权激励回购事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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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8月2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摘要》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详见2017年8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2017年9月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详见2017年9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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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公司对上述调整后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在公示期限内，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关于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
有关的任何异议。详见2017年9月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监事会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
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2017年9月22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详见2017年9月2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7年9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实并发表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详见2017年9月2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公司完成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在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过程中，
激励对象郭明、朱良因个人原因分别放弃认购拟授予的全部、部分限制性股票，公司实际向73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4,206,000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11月6日。具体详见2017年11月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
授予完成的公告》。
2018年9月4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事项的议案》，独立董事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份授予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条件已成就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详见2018年9月5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公司完成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份的授予登记。公司实际向21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527,200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8年9月20日。具体详见2018年9月1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的《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2018年11月5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详见2018年11月6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公司办理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
解除限售手续。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计64人，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082,100股，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11月20日。详
见2018年11月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2018年12月5日，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详见2018年12
月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回购注销3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436,600股，回购价格6.05元/股。详见2019年2月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完成的公告》。
2019年10月3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详
见2019年10月3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公司办理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
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除限售手续。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289,670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的解除
限售股数为1,032,930股，预留授予部分的解除限售股数为256,740股，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11月14日。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
对象人数合计77名，其中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激励对象61名，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激励对象21
名（其中5名激励对象同时持有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详见2019年11月1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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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2019年11月20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详见2019年11
月2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回购注销了3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244,430股，其中，回购注销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37,570股，回购注销预留
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6,860股，回购价格为6.05元/股。详见2020年1月2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的公告》。
2、2020年2月10日，公司收到董事兼财务总监王宝玉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杨松先生以及副总经理林洁女士的《关于减
持众业达股票计划的申报》，王宝玉先生、杨松先生以及林洁女士计划在减持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
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04,4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544,602,079比例0.0375%）。详见2020年2月11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截止2020年3月10日，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王宝玉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73%，详见2020年3月1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公司股份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3、2018年2月1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分两步回售控股曾孙企业海宁众业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宁众业达”）持有的微宏动力系统（湖州）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宏动力”）1.1857%的股权。详见2018年2月1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出售微宏动力系统（湖州）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后续分别于2018年5月29日披露了《关于出售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2018年11月3日披露了
《关于调整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支付事项的公告》，2019年2月12日披露了《关于出售微宏动力系统
（湖州）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2020年3月3日披露了《关于再次调整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支付
事项的公告》。
截至公告日，海宁众业达已收到出售微宏动力股权金额、逾期利息以及共管账户产生的利息合计260,943,019.53元（含
第一期和部分第二期）。按照签署的相关协议，Microvast及/或微宏动力尚需向海宁众业达支付剩余未付股权转让价款，其
中，剩余未偿本金为108,333,333.34元，未偿利息为8,743,835.62元，未偿本金的逾期利息需根据剩余款项实际支付时间具体
计算。
4、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及一致行动人的《关于减持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中植及一致行动人计划在减持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
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2,690,790股（占减持预披露公告发布时公司总股本544,846,509股
的6%），详见2019年8月3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2019年9月24日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中植一致行动人通过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恒天中岩星河资本事件策略私
募投资基金3期减持公司股份3,424,500股，成交均价为7.079元/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544,846,509股）的0.63%，详见2019
年12月2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截止2020年3月23日，中植及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计划期限已届满，中植仍公司股份36,33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544,602,079股）的6.67%，详见公司2020年3月2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
情况的公告》。
2020年3月23日，公司收到中植的《关于减持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中植计划在减持预披露公
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2,676,124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比例6%），详见2020年3月2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5、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及子公司与同一交易对手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以下合称“施耐德”）
签署了多份《分销协议》、相关设备/产品的采购合同，其中：分销协议为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施耐德采购的框架协议，
采购目标金额合计314,740.9万元（不含税），具体采购金额以日常实际采购为准；相关设备/产品的采购合同为公司向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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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实际采购合同，涉及合同金额为2,740.14万元（含税），该金额未包含在分销协议的采购目标金额中。详见2020年4月7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及子公司向施耐德关于分销框架协议的实际采购金额为455,644,873.33元（不含税）。
6、电商平台“众业达商城（zydmall）”是公司搭建的专业垂直工业品电商平台，主要销售公司签约品牌的产品，通过线
上与线下结合，以线上平台与线下实体子公司、办事处形成互补，突破线下子公司和办事处的辐射范围，提高对中小型客户
及长尾市场的覆盖。2020年一季度，众业达商城实现销售额约6.58亿元（含税），同比增长45.9%。
重要事项概述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5 年 03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2015 年 04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2018 年 07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2016 年 04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4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5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

2018 年 04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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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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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0

10,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000

1,000

0

16,000

11,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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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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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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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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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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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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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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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2020 年 02 月 13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2020 年 02 月 14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深交所互动易，2020 年 2 月 13 日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深交所互动易，2020 年 2 月 14 日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开贤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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