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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说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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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风险提示 ：
●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

发布了《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集
团”）拟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事项，并以 2019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开展清产核
资、审计以及评估等工作。 根据中环集团目前混改进展情况通知，津智资本和渤海
国资计划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进行信息预披露，拟共同转让所
持中环集团的合计 100%股权。 由于中环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票目前尚处于限售期
内，公司实际控制人不能发生变更，因此公司将不参加本次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续

公司控股股东可能发生变化， 但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天津市国资委”），后续公司股权安排尚未确定，将在实际
控制人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进行。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一、公司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接到控股股东中环集团的通知，称中环集团拟实施混

合所有制改革相关事项，并以 2019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开展清产核资、审计以及
评估等工作，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的《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提示性公告》（临 2019-044 号
公告）。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收到控股股东中环集团通知及中环集团转发的其股

东天津津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简称“津智资本”， 持有中环集团 51%股
权）和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渤海国资”，持有中环集团 49%
股权）分别出具的《关于中环集团混改信息预披露的告知函》。 相关文件内容如下：
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津智资本和渤海国资计划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系统中进行信息录入，1 月 20 日进行信息预披
露，拟共同转让所持中环集团的股权，转让比例合计为 100%。 由于中环集团持有的
本公司股票目前尚处于限售期内，实际控制人不能发生变更，因此公司将不参加本
次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续公司控股股东可能发生变化，但实际控制人仍为天津市国
资委。 后续对于公司的股权安排尚未确定，将另行通知。

中环集团产权转让预披露具体信息详见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
tpre.cn）。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由于中环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票目前尚处于限售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不能

发生变更，因此公司将不参加本次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续对于公司的股权安排尚未
确定。 后续公司控股股东可能发生变化，但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天津市国资委。 公
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信息均
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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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近期公司发现公司《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2018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

能准确反映月度间跨期收入的调整因素， 由此导致 2018 年 1-9 月营业收入应予调
减 66,201,963.14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应予调减 33,208,080.37 元，同时
相应调增 2018 年第四季度收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公司对上述填列
错误进行补充更正。

本次补充更正仅涉及对公司《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部分 2018 年 1-9 月财务
数据列示的补充及更正，不影响公司已披露的 2018 年度财务数据。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在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经公司核
查发现，公司《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上年同期部分财务数据有误且须进
行补充说明，现更正如下：

（一）“二、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的更正
一、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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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4,106,090.31 1,243,257,078.26 7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901,941,996.13 911,301,061.28 1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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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125,523.27 94,159,766.34 -36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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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753,211.82 809,633,042.22 2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3,483,347.55 234,211,341.80 -2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78,631,689.59 236,011,146.82 -24.3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6.17 29.83 减少 13.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 0.65 -23.0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 0.65 -23.08%

二、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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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
总资产 2,124,106,090.31 1,243,257,078.26 1,243,257,078.26 70.85% 70.85%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1,901,941,996.13 911,301,061.28 911,301,061.28 108.71% 108.7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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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247,125,523.27 94,159,766.34 94,159,766.34 -362.45% -362.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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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993,753,211.82 743,431,079.08 809,633,042.22 33.67% 22.74%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183,483,347.55 201,003,261.43 234,211,341.80 -8.72% -21.66%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利润

178,631,689.59 202,803,066.45 236,011,146.82 -11.92% -24.31%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16.17 26.16 29.83 减少 9.99个
百分点

减少 13.66
个百分点

基 本 每 股
收益（元 /
股）

0.5 0.56 0.65 -10.71% -23.08%

稀 释 每 股
收益（元 /
股）

0.5 0.56 0.65 -10.71% -23.08%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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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正

一、更正前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开拓新客户及新产品并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在自动化的

整体检测设备上取得了较大突破，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22.74%，进一步稳固并
提升了公司的市场地位及产品竞争力；但同时，随着公司市场占有率的提升和产品
线的扩张，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促使公司在人员、研发技术、市场开拓及内部
管理规模等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公司支付工资人数由 2018 年 9 月 1094 人增至本报
告期末 1331 人，增加 237 人，使得公司整体人工支出大幅增加，报告期内公司取得
并实现销售的消费电子定制化半导体芯片自动化检测设备， 作为新产品其在原材
料、人工及其他投入均较成熟产品提高，从而降低了公司整体毛利率水平。 综上所
述，尽管报告期内公司收入规模持续上升，但由于人员、研发技术投入、管理规模等
因素导致的营业成本、期间费用等的较快增长，使得报告期内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
降 21.66%。

二、更正后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开拓新客户及新产品并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在自动化的

整体检测设备上取得了较大突破，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33.67%，进一步稳固并
提升了公司的市场地位及产品竞争力；但同时，随着公司市场占有率的提升和产品
线的扩张，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促使公司在人员、研发技术、市场开拓及内部
管理规模等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公司支付工资人数由 2018 年 9 月 1094 人增至本报
告期末 1331 人，增加 237 人，使得公司整体人工支出大幅增加，报告期内公司取得
并实现销售的消费电子定制化半导体芯片自动化检测设备， 作为新产品其在原材
料、人工及其他投入均较成熟产品提高，从而降低了公司整体毛利率水平。 综上所
述，尽管报告期内公司收入规模持续上升，但由于人员、研发技术投入、管理规模等
因素导致的营业成本、期间费用等的较快增长，使得报告期内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
降 8.72%。

（三）“三、重要事项 / 二、利润表数据变动分析”的更正
一、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 1-9月 2018年 1-9月 增减变动额 增减变动率

营业收入 993,753,211.82 809,633,042.22 184,120,169.60 22.74%

营业成本 508,644,109.29 342,464,542.72 166,179,566.57 48.52%

销售费用 55,815,543.92 33,577,765.24 22,237,778.68 66.23%

管理费用 90,413,657.83 61,326,845.72 29,086,812.11 47.43%

研发费用 122,947,710.58 84,464,004.87 38,483,705.71 45.56%

所得税费用 30,257,317.52 42,825,753.47 -12,568,435.95 -29.35%

1、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度同期增加：184,120,169.60 元， 增长：
22.74%， 主要为报告期内， 公司在消费电子定制化半导体芯片上取得了较大的突
破，营业收入在报告期内陆续确认所致。

2、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成本较去年度同期增加：166,179,566.57 元， 增长：
48.52%，高于营业收入同比例增长，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增长使得营业
成本同向增长，同时公司产品结构以自动化产品为主，此类产品因核心部件价格相
对透明，拉低了公司毛利水平且公司新品对公司整体工艺管控压力增加，从而增加
了公司成本共同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增加 22,237,778.68 元，增长 66.23%，主要为报告期
内，公司为不断稳固并开拓销售市场，一方面加大了国内市场的销售人员规模，直
接导致人工支出的较大增长， 同时为增加国际客户满意度， 也加快了海外市场布
局，从而使得销售费用增长共同所致。

4、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增加 29,086,812.11 元，增长 47.43%，主要为报告期
内，公司新的办公大楼启用增加了固定资产的折旧、维护费用对应增加，同时公司
管理规模扩大，对应的管理性人员增加，使得管理性人工成本增长共同所致。

5、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增加 38,483,705.71 元，增长 45.56%，主要为报告期
内 ,公司持续加大了现有研发项目的投入，同时基于半导体检测项目的投入持续增
加共同所致。

6、 报告期内， 公司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度同期减少：12,568,435.95 元， 下降：
29.35%，主要为报告期内，营业利润下降后所需承担的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7、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50,727,994.25 元，下降 21.66%，主要
为报告期内，公司新开发产品毛利率水平有所下降，同时公司报告期内自动化检测
设备收入增长，而整体毛利率水平相对较低；报告期内随着公司销售规模扩大，海
外子公司的投入增加较多，销售费用对应增长，管理费用因公司办公大楼的启用及
人员增加后的管理性费用增加及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后的整体研发费用增加较多，
上述因素共同影响使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出现下降。

二、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 1-9月 2018年 1-9月 增减变动额 增减变动率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

营业收入 993,753,211.82 743,431,079.08 809,633,042.22 250,322,132.74 184,120,169.60 33.67% 22.74%
营业成本 508,644,109.29 319,170,623.29 342,464,542.72 189,473,486.00 166,179,566.57 59.36% 48.52%
销售费用 55,815,543.92 33,577,765.24 33,577,765.24 22,237,778.68 22,237,778.68 66.23% 66.23%
管理费用 90,413,657.83 61,326,845.72 61,326,845.72 29,086,812.11 29,086,812.11 47.43% 47.43%
研发费用 122,947,710.58 84,464,004.87 84,464,004.87 38,483,705.71 38,483,705.71 45.56% 45.56%

所得税费用 30,257,317.52 36,965,503.99 42,825,753.47 -6,708,186.47 -12,568,435.95 -18.15% -29.35%
1、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度同期增加：250,322,132.74 元， 增长：

33.67%， 主要为报告期内， 公司在消费电子定制化半导体芯片上取得了较大的突
破，营业收入在报告期内陆续确认所致。

2、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成本较去年度同期增加：189,473,486.00 元， 增长：
59.36%，高于营业收入同比例增长，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增长使得营业
成本同向增长，同时公司产品结构以自动化产品为主，此类产品因核心部件价格相
对透明，拉低了公司毛利水平且公司新品对公司整体工艺管控压力增加，从而增加
了公司成本共同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增加 22,237,778.68 元，增长 66.23%，主要为报告期
内，公司为不断稳固并开拓销售市场，一方面加大了国内市场的销售人员规模，直
接导致人工支出的较大增长， 同时为增加国际客户满意度， 也加快了海外市场布
局，从而使得销售费用增长共同所致。

4、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增加 29,086,812.11 元，增长 47.43%，主要为报告期
内，公司管理规模扩大，对应的管理性人员增加，使得管理性人工成本增长，同时公
司新的办公大楼启用增加了固定资产的折旧、维护费用对应增加共同所致。

5、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增加 38,483,705.71 元，增长 45.56%，主要为报告期
内 ,公司持续加大了现有研发项目的投入，同时基于半导体检测项目的投入持续增
加共同所致。

6、 报告期内， 公司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度同期减少：6,708,186.47 元， 下降：
18.15%，主要为报告期内，营业利润下降后所需承担的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四）“三、重要事项 / 三、现金流量表变动分析”的更正
一、更正前
报 告 期 内 ， 公 司 募 集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较 去 年 度 同 期 增 加

746,042,389.46 元，增长 4,109.08%，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二、更正后
报 告 期 内 ， 公 司 募 集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较 去 年 度 同 期 增 加

746,042,389.46 元，增长 4,109.09%，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五）“四、附录 / 利润表”的更正
一、更正前

合并利润表
2019 年 1—9 月

编制单位：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第三季
度（7-9月）

2018年第三季
度（7-9月）

2019年前三季
度（1-9月）

2018年前三季
度（1-9月）

一、营业总收入 295,988,196.43 400,704,705.43 993,753,211.82 809,633,042.22
其中：营业收入 295,988,196.43 400,704,705.43 993,753,211.82 809,633,042.22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47,615,176.02 239,359,144.85 775,766,204.84 519,263,481
其中：营业成本 154,981,599.65 168,967,995.33 508,644,109.29 342,464,542.72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3,386,905.18 3,450,877.59 6,590,864.55 5,367,591.62
销售费用 17,799,186.72 8,430,633.72 55,815,543.92 33,577,765.24
管理费用 28,255,289.93 27,638,984.16 90,413,657.83 61,326,845.72
研发费用 51,440,151.76 38,572,638.15 122,947,710.58 84,464,004.87
财务费用 -8,247,957.22 -7,701,984.1 -8,645,681.33 -7,937,269.17
其中：利息费用 1,122,541.67 907,095.83 3,138,645.83 2,155,908.33
利息收入 1,841,547.89 1,137,209.08 2,238,759.32 2,000,705.16
加：其他收益 -957,886.54 1,062,270.86 2,755,640.57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40,500 -4,492,574.56 492,556.01 -3,271,909.16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542,880 -181,441.22 -3,549,373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8,776,152.64 -9,107,193.39 -9,451,417.66 -11,215,048.28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55,688,906.51 148,626,622.27 209,028,145.33 275,088,871.35

加：营业外收入 4,470,562.86 127,636.84 4,712,519.74 2,088,726.46
减：营业外支出 140,482.36 140,502.54
四、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60,159,469.37 148,613,776.75 213,740,665.07 277,037,095.27

减：所得税费用 11,377,021.65 20,170,431.81 30,257,317.52 42,825,753.47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48,782,447.72 128,443,344.94 183,483,347.55 234,211,341.8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48,782,447.72 128,443,344.94 183,483,347.55 234,211,341.8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48,782,447.72 128,443,344.94 183,483,347.55 234,211,341.8

2. 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172,183.72 1,430,750.51 -4,071,514.58 1,653,637.0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
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172,183.72 1,430,750.51 -4,071,514.58 1,653,637.06

（一）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
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
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
变动
（二）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4,172,183.72 1,430,750.51 -4,071,514.58 1,653,637.06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额
5.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现金流
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4,172,183.72 1,430,750.51 -4,071,514.58 1,653,637.06
9.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44,610,264 129,874,095.45 179,411,832.97 235,864,978.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44,610,264 129,874,095.45 179,411,832.97 235,864,978.8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 0.65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 0.65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 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 元 ,�
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0 元。
法定代表人：陈文源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瑞翔 会计机构负责人：蒋瑞翔

母公司利润表
2019 年 1—9 月

编制单位：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第三季
度（7-9月）

2018年第三季
度（7-9月）

2019年前三季
度（1-9月）

2018年前三季
度（1-9月）

一、营业收入 292,790,117.92 402,269,420.91 987,504,412.48 785,298,042.67
减：营业成本 159,159,532.87 168,901,614.15 510,045,520.78 334,142,036.54
税金及附加 3,320,214.86 3,450,877.59 6,517,347.5 5,367,571.62
销售费用 44,042,205.23 16,861,782.52 82,541,426.70 41,717,360.86
管理费用 26,223,993.53 21,422,239.59 67,516,046.7 45,122,464.84
研发费用 44,027,899.97 37,342,874.34 113,546,979.32 77,846,357.91
财务费用 -8,242,062.31 -7,689,217.26 -8,624,700.59 -7,859,064.26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957,886.54 1,957,582.56 2,755,640.57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40,500 -4,492,574.56 492,556.01 -3,271,909.16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542,880 -3,549,373 -3,549,373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8,826,519.65 -9,028,446.61 -9,451,417.66 -11,055,553.32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31,624,586.88 146,866,438.37 207,002,930.42 273,840,120.25

加：营业外收入 4,470,562.86 115,465.19 4,712,519.74 2,076,554.81
减：营业外支出 140,502.54 140,502.54
三、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6,095,149.74 146,841,401.02 211,715,450.16 275,776,172.52

减：所得税费用 11,377,021.65 19,083,330.89 30,257,317.52 41,507,972.5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24,718,128.09 127,758,070.13 181,458,132.64 234,268,199.97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24,718,128.09 127,758,070.13 181,458,132.64 234,268,199.97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
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
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
变动
（二）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额
5.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现金流
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24,718,128.09 127,758,070.13 181,458,132.64 234,268,199.97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法定代表人：陈文源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瑞翔 会计机构负责人：蒋瑞翔
二、更正后

合并利润表
2019 年 1—9 月

编制单位：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第三季
度（7-9月）

2018年第三季
度（7-9月）

2019年前三季
度（1-9月）

2018年前三季
度（1-9月）

一、营业总收入 295,988,196.43 334,502,742.29 993,753,211.82 743,431,079.08

其中：营业收入 295,988,196.43 334,502,742.29 993,753,211.82 743,431,079.0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47,615,176.02 216,065,225.42 775,766,204.84 495,969,561.57

其中：营业成本 154,981,599.65 145,674,075.90 508,644,109.29 319,170,623.29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3,386,905.18 3,450,877.59 6,590,864.55 5,367,591.62

销售费用 17,799,186.72 8,430,633.72 55,815,543.92 33,577,765.24

管理费用 28,255,289.93 27,638,984.16 90,413,657.83 61,326,845.72

研发费用 51,440,151.76 38,572,638.15 122,947,710.58 84,464,004.87

财务费用 -8,247,957.22 -7,701,984.1 -8,645,681.33 -7,937,269.17

其中：利息费用 1,122,541.67 907,095.83 3,138,645.83 2,155,908.33

利息收入 1,841,547.89 1,137,209.08 2,238,759.32 2,000,705.16

加：其他收益 -957,886.54 1,062,270.86 2,755,640.57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40,500 -4,492,574.56 492,556.01 -3,271,909.16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542,880 -181,441.22 -3,549,373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8,776,152.64 -5,267,479.53 -9,451,417.66 -7,375,334.42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55,688,906.51 109,558,292.42 209,028,145.33 236,020,541.50

加：营业外收入 4,470,562.86 127,636.84 4,712,519.74 2,088,726.46

减：营业外支出 140,482.36 140,502.54

四、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60,159,469.37 109,545,446.90 213,740,665.07 237,968,765.42

减：所得税费用 11,377,021.65 14,310,182.33 30,257,317.52 36,965,503.9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48,782,447.72 95,235,264.57 183,483,347.55 201,003,261.43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48,782,447.72 95,235,264.57 183,483,347.55 201,003,261.43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8,782,447.72 95,235,264.57 183,483,347.55 201,003,261.43

2. 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172,183.72 1,430,750.51 -4,071,514.58 1,653,637.0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
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172,183.72 1,430,750.51 -4,071,514.58 1,653,637.06

（一）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1. 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
动额
2. 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
4. 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
值变动
（二）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4,172,183.72 1,430,750.51 -4,071,514.58 1,653,637.06

1. 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2.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
动
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4. 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额
5. 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6. 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
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现金流
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4,172,183.72 1,430,750.51 -4,071,514.58 1,653,637.06
9.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44,610,264.00 96,666,015.08 179,411,832.97 202,656,898.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44,610,264.00 96,666,015.08 179,411,832.97 202,656,898.4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 0.56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 0.56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 元,� 上
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 0� 元。
法定代表人：陈文源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瑞翔 会计机构负责人：蒋瑞翔

母公司利润表
2019 年 1—9 月

编制单位：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第三季
度（7-9月）

2018年第三季
度（7-9月）

2019年前三季
度（1-9月）

2018年前三季
度（1-9月）

一、营业收入 292,790,117.92 336,067,457.77 987,504,412.48 719,096,079.53
减：营业成本 159,159,532.87 145,607,694.72 510,045,520.78 310,848,117.11
税金及附加 3,320,214.86 3,450,877.59 6,517,347.5 5,367,571.62
销售费用 44,042,205.23 16,861,782.52 82,541,426.70 41,717,360.86
管理费用 26,223,993.53 21,422,239.59 67,516,046.7 45,122,464.84
研发费用 44,027,899.97 37,342,874.34 113,546,979.32 77,846,357.91
财务费用 -8,242,062.31 -7,689,217.26 -8,624,700.59 -7,859,064.26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957,886.54 1,957,582.56 2,755,640.57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40,500 -4,492,574.56 492,556.01 -3,271,909.16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542,880 -3,549,373 -3,549,373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8,826,519.65 -5,188,732.75 -9,451,417.66 -7,215,839.46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31,624,586.88 107,798,108.52 207,002,930.42 234,771,790.40

加：营业外收入 4,470,562.86 115,465.19 4,712,519.74 2,076,554.81
减：营业外支出 140,502.54 140,502.54
三、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6,095,149.74 107,773,071.17 211,715,450.16 236,707,842.67

减：所得税费用 11,377,021.65 13,223,081.41 30,257,317.52 35,647,723.07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24,718,128.09 94,549,989.76 181,458,132.64 201,060,119.60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24,718,128.09 94,549,989.76 181,458,132.64 201,060,119.60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1. 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
动额
2. 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
4. 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
值变动
（二）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1. 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2.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
动
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4. 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额
5. 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6. 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
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现金流
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24,718,128.09 94,549,989.76 181,458,132.64 201,060,119.60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法定代表人：陈文源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瑞翔 会计机构负责人：蒋瑞翔

除上述补充更正内容外，《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其他内容不变。 修订后的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与本公告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公司对《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
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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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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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1、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1,985.99 万元左右， 与上年同期 7,783.23 万元相
比，将增加 4,202.76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54.00%左右。

2、公司预计 2019 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1,164.69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 7,351.68 万元相比，将增加 3,813.01 万元左右，同
比增加 51.87%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 11,985.99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4,202.76 万元左
右，同比增加 54.00%左右。

2、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1,164.69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3,813.01 万元左右，

同比增加 51.87%左右。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7,783.2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7,351.68 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2019 年度，公司净利润实现稳步增长，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储备订单及当年新

增订单在公司经营效率和精细化管理的不断提升背景下， 得到有力的实施并达到
收入确认时点，最终实现业绩转化。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

计后的 2019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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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