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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福赛尔 指 芜湖福赛尔航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主班券商、开源证券 指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报告期、本报告期、本年度 指 2020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9月 30日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章程 指 芜湖福赛尔航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管理层 指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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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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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卫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金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金保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季度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季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

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

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未按要求披露的事项 □是 √否  

是否审计 □是 √否  

是否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是 √否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备查文件 

1．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2．报告期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

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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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证券简称 福赛尔 

证券代码 873483 

挂牌时间 2020年 8月 5日 

普通股股票交易方式 集合竞价交易 

分层情况 基础层 

行业（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 （C）制造业-（C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5）合成

材料制造-（C2652）合成橡胶制造 

法定代表人 陈卫东 

董事会秘书 盛旭晨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

任职资格 

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21MA2PTX8D9C 

注册资本（元） 5,009,500.00 

注册地址 安徽省安徽芜湖县新芜经济开发区外环路 269号 

电话 0533-8118891 

办公地址 安徽省芜湖县安徽新芜经济开发区外环路 269 号 

邮政编码 241100 

主办券商（报告披露日） 开源证券 

 

（二） 行业信息 

□适用 √不适用  
 

（三）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告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4,866,119.02 21,297,417.50 16.7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86,931.26 8,835,774.26 14.1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9.44% 58.51%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9.44% 58.51% -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20年 1-9月） 

上年同期 

（2019年 1-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9,196,417.67 4,412,946.01 108.4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1,157 350,978.73 256.4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88,209.45 134,853.73 484.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2,225.52 428,510.68 42.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07 256.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3.22% 5.3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8.33% 2.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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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保障倍数 6.07 2.76 - 

 
本报告期 

（2020年 7-9月） 

上年同期 

（2019年 7-9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116,636.53 933,608.05 340.9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6,323.58 -14,226.73 9,633.6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16,591.78 -35,601.73 2,112.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2,225.52 428,510.68 42.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003 9,633.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4.42% -0.2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7.62% -0.53% - 

利息保障倍数 18.39 0.86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020年 1-9月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1、 营业收入：报告期内，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上涨 4,783,471.66 元，增长比例

为 108.40%，主要原因为公司 2020 年经营业绩受疫情影响有限，公司积累的客户对公司产品评价较

高，对公司追加了订单，因此公司 2020年 1月到 9月实现收入较 2019年同期大幅增长。 

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20 年 1-9 月，公司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上涨

900,178.27元，增长比例为 256.48%，同时公司收到大额政府补助，2020年 1-9 月政府补助较上年

同期增长 474.15%，上述两个主要因素导致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上涨。 

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报告期内，公司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上涨 653,355.72元，增长比例为 484.49%，主要原因为公司效益

增加，订单量增加，营业收入大幅增加。 

4、 基本每股收益：2020年 1-9 月，公司基本每股收益较 2019年 1到 9月上涨 0.18 元/股，增长比例为

256.48%，主要原因为 2020 年 1到 9月公司收入及政府补助大幅增加，相对 2019 年同期归属于挂牌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公司股本保持不变，因此基本每股收益也相对 2019年同期增加。 

第三季度财务数据重大变化原因： 

1、 营业收入：报告期内，公司第三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上涨 3,183,028.48元，增长比例为 340.94%，

主要原因为公司积累的客户对公司产品评价较高，对公司追加了订单，因此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营

业收入较 2019年同期大幅增长。 

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报告期内，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上涨 1,370,550.31 元，增长比例为 9,633.63%，主要原因为公司第三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

大幅增长以及公司第三季度收到大额政府补助使得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也大幅上涨。 

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上涨 752,193.51 元，增长比例为 2,112.80%，主要原因为公

司效益增加，订单量增加，营业收入大幅加导致公司营业利润有所增长。 

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9年 7到 9

月上升 183,714.84元，上升比例为 42.87%，主要原因为公司扩大了销售规模，相应的经营性现金流

有所增加。 

5、 基本每股收益：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较 2019 年 7 到 9 月上涨 0.274 元每股，增长比例为

9,633.63%，主要原因 2020 年 7到 9月公司收入大幅增加导致营业利润有所增加，同时 2020年第三

季度公司收到了大额的政府补助，因此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相对 2019 年同期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增加，因此基本每股收益也相对 2019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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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至报告期末（1-9 月）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企业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89,2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01,886.79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487,313.21 

所得税影响数 24,365.6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462,947.55 

 
 

补充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数据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四） 报告期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0 0% 0 0 0% 

其中：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

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009,500 100% 0 5,009,500 100% 

其中：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4,007,600 80% 0 4,007,600 80% 

      董事、监事、

高管 

1,001,900 100% 0 1,001,900 8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5,009,500 - 0 5,009,5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 

 

单位：股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

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

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

持有

无限

售股

份数

量 

期末

持有

的质

押股

份数

量 

期末

持有

的司

法冻

结股

份数

量 

是否通过认

购公司公开

发行的股票

成为前十名

股东，如是，

披露持股期

间的起止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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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卫东 4,007,600 0 4,007,600 80% 4,007,600 0 0 0 否 

2 高欣 751,425 0 751,425 15% 751,425 0 0 0 否 

3 朱泽轩 250,475 0 250,475 5% 250,475 0 0 0 否 

合计 5,009,500 0 5,009,500 100% 5,009,500 0 0 0 -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三名股东之间无任何关系。 

 

（五）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 存续至本期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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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大事件 

（一） 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重要事项详情、进展情况及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1. 报告期内实施的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董事会在审议季度报告时拟定的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第三季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对 2020 年 1-12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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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报告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1.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9月 30日 2019 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6,183.36 359,978.22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8,379,018.43 890,197.50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55,900.00 32,293.0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96,299.31 96,299.31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4,689.76 2,023,525.23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20,749.40 1,219,541.77 

流动资产合计 8,982,840.26 4,621,835.03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2,867,670.85 2,982,56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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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12,214,957.92 12,911,857.04 

在建工程 135,922.33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25,943.39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638,784.27 781,159.59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5,883,278.76 16,675,582.47 

资产总计 24,866,119.02 21,297,417.5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416,003.42 664,392.80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33,579.87 53,381.50 

应交税费  134,264.47 

其他应付款 5,669,703.72 5,549,703.72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000,000.00 1,0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4,219,287.01 7,401,742.49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4,50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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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559,900.75 559,900.75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559,900.75 5,059,900.75 

负债合计 14,779,187.76 12,461,643.2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5,009,500.00 5,009,5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814,554.71 2,814,554.71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01,171.96 101,171.9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161,704.59 910,547.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086,931.26 8,835,774.2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4,866,119.02 21,297,417.50 

法定代表人：陈卫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金保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金保 

 

 

 

2.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7-9月 2019 年 7-9月 2020年 1-9月 2019年 1-9月 

一、营业总收入 4,116,636.53 933,608.05 9,196,417.67 4,412,946.01 

其中：营业收入 4,116,636.53 933,608.05 9,196,417.67 4,412,946.01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609,195.01 977,668.11 8,782,219.92 4,262,014.23 

其中：营业成本 2,860,760.81 834,196.89 7,140,917.19 3,644,917.30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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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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19.27 1,510.07 70,958.79 131,093.31 

销售费用 35,002.53 21,814.87 97,965.72 81,294.16 

管理费用 478,733.05 18,113.15 1,062,802.11 194,420.42 

研发费用 90,794.66 0 126,110.94 0 

财务费用 77,284.69 102,033.13 283,465.17 210,289.04 

其中：利息费用 77,985.84 101,966.67 263,224.31 210,029.17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59,100.00 22,500.00 206,200.00 227,500.0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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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以

“-”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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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226,756.04 7,333.33 -385,778.85 -8,980.48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339,785.48 -14,226.73 234,618.90 369,451.30 

加：营业外收入 1,100,000.00       1,10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439,785.48 -14,226.73 1,334,618.90 369,451.30 

减：所得税费用 83,461.90 0 83,461.90 18,472.57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1,356,323.58 -14,226.73 1,251,157.00 350,978.73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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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 - -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356,323.58 -14,226.73 1,251,157.00 350,97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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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356,323.58 -14,226.73 1,251,157 350,978.73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

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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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其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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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

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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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6,323.58 -14,226.73 1,251,157.00 350,978.73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1,356,323.58 -14,226.73 1,251,157.00 350,97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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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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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 -0.003 0.25 0.07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003 0.25 0.07 

法定代表人：陈卫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金保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金保 

 

 

3.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9月 2019 年 1-9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270,450.13 7,041,066.57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10,549.26 1,479,737.7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480,999.39 8,520,804.3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486,524.19 7,276,154.19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75,123.62 501,892.50 

支付的各项税费 212,343.71 241,174.4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94,782.35 73,072.4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868,773.87 8,092,293.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2,225.52 428,510.6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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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162,800.00 125,456.18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2,800.00 125,456.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800.00 -125,456.1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63,220.38 210,029.17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83,220.38 210,029.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3,220.38 -210,029.1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33,794.86 93,025.3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59,978.21 36,508.8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183.35 129,534.14 

法定代表人：陈卫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金保          会计机构负责人：吴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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