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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期 第3季度決算短信〔日本基準〕(合并)  
 

 2020年11月12日 
 
上市公司名称 株式会社Ｒ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上市交易所 東京證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3445 URL https://www.rs-tec.jp 
 
法人代表 (职称) 代表取締役社長 (姓名) 方 永義   
询问方负责人 (职称) 取締役管理本部長 (姓名) 鈴木 正行 (TEL) 03(5709)7685 
 
预计提交季度报告书的日期 2020年11月12日 预计支付股息日期 ― 
 
有无制作季度决算补充说明资料 ： 有    
 
有无召开季度决算说明会 ： 无    

 
  

 (百万日元) 

１．2020年12月期第3季度合并业绩（2020年1月1日～2020年9月30日） 

（１）合并经营成绩(累计)  (%表示与上年同季度增减率)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経常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季度净利润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2020年12月期第３季度 18,999 2.0 3,901 4.2 4,182 △3.0 2,330 △7.1 

2019年12月期第３季度 18,619 2.9 3,745 △5.6 4,310 0.9 2,506 3.3 
 
(注) 综合收益 2020年12月第3季度 2,989 百万円 32.0 ％)  2019年12月期第３季度 2,265 百万円 △

24.0 
％) 

  

 每股当期净利润 
调整后的潜在股票 
每股季度净利润 

 日元 銭 日元 銭 

2020年12月期第3季度 180.96 177.93 

2019年12月期第3季度 195.74 192.35 
  

 
  

（２）合并财政状态 

 总资产 净资产 资本充足率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 

2020年12月期第3季度 56,740 39,126 40.6 

2019年12月期 48,634 35,981 42.7 
 
(参考) 股东权益 2020年12月期第3季度 23,025 百万円  2019年12月期 20,776 百万円 
  

 
  

 
  

２．股息状况 

 
年度股息 

第1季度 第2季度 第3季度 期末 合计 

 日元 銭 日元 銭 日元 銭 日元 銭 日元 銭 

2019年12月期 － 0.00 － 15.00 15.00 

2020年12月期 － 0.00 －   

2020年12月期(予想)    15.00 15.00 
 
(注) 有无对最近公布的股息预测进行了修正 ： 无 
    

 
  

３．2020年12月期合并业绩预测（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关于合并业绩预测的序文 
(%表示与上年同季度增减率)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経常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当期净利润 
每股当期净利润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百万日元 ％ 日元 銭 

全年 23,500 △4.1 4,300 △8.8 4,800 △11.4 2,800 △7.8 216.74 
 
(注) 有无对最近公布的股息预测进行了修正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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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事项 

（１）本季度合并累计期间重要子公司的变动 ： 无 
  

 
  

（２）制作季度合并财务报表时特有的会计处理的应用 ： 无 
  

 
  

（３）会计政策变更，会计预估变更，修订和重述 

① 因修订会计准则等而导致会计政策的变更 ： 无 

② ①以外的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 无 

③ 会计预估变更 ： 无 

④ 修订和重述 ： 无 
  

 
  

（４）已发行股数（普通股） 

① 期末已发行股数(包括公司股本) 2020年12月期３Ｑ 12,927,100 股 2019年12月期 12,829,300 股 

② 期末公司股数 2020年12月期３Ｑ 407 股 2019年12月期 407 股 

③ 期中平均股数(季度累计) 2020年12月期３Ｑ 12,876,190 股 2019年12月期３Ｑ 12,807,368 股 

  
 

  

※ 季度决算短信不在注册会计师或审计法人的季度评论范围内。 
 

※ 有关正确使用业务预测的说明，其他特别说明 
 

（关于将来的记述等的注意) 
本资料中记载的业绩展望等关于未来的记述（例如业务前景）基于公司当前获得的信息以及公司认为合理的前提,并
不是本公司承诺的宗旨 此外，由于各种因素，实际的业务结果可能会有很大差异。 
 

 

免責聲明 

本中文版財務業績僅供參考。 如果財務結果的原始版本（日語）與中文版本之間存在差異，則以原始版本為

準。 

請注意：此財務結果的中文版本是原始版本的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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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季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主要附注 

（１）季度合并资产负债表   
           (単位：千日元) 
          

前合并会计年度 
(2019年12月31日) 

本第3季度合并会计期间  
(2020年9月30日) 

资产部分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2,156,177 19,938,38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047,227 5,972,461 

  商品及产品 1,713,170 2,684,930 

  半成品 925,047 882,846 

  原材料及储藏品 1,346,559 1,527,529 

  其他 603,000 1,795,123 

  坏帐准备金 △30,677 △24,907 

  流动资产合计 32,760,505 32,776,372 

 固定资产   

  有形固定资产   

   建筑物及构造物(净额) 2,738,780 2,629,939 

   机械设备及运输工具(净额) 5,056,950 3,291,670 

   其他（净额） 2,453,551 2,331,523 

   在建工程 4,385,861 13,687,367 

   有形固定资产合计 14,635,144 21,940,499 

  无形固定资产   

   商誉 502,424 386,757 

   其他 229,672 193,941 

   无形固定资产合计 732,096 580,698 

  投资及其他资产   

   破产重整债权等 6,831 － 

   其他 506,595 1,442,615 

   坏帐准备金 △6,831 － 

   投资及其他资产合计 506,595 1,442,615 

  固定资产合计 15,873,836 23,963,814 

 资产合计 48,634,341 56,740,186 

负债部分   

 流动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614,888 2,118,979 

  短期借款 123,080 124,100 

  1年内到期长期借款 1,278,179 1,227,419 

  应付费用 1,743,304 3,612,630 

  应付法人税等 518,815 532,105 

  奖金准备金 361,249 396,504 

  其他 1,612,583 3,491,854 

  流动负债合计 7,252,100 11,503,593 

 固定负债   

  长期借款 2,232,965 1,338,122 

  董事退休慰劳准备金 4,900 5,537 

  与退休补助有关的负债 2,247 2,255 

  递延税项负债 424,983 333,889 

   其他 2,735,687 4,430,257 

  固定负债合计 5,400,784 6,110,061 

 负债合计 12,652,884 17,61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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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単位：千日元) 
          

前合并会计年度 
(2019年12月31日) 

本第3季度合并会计期间   
(2020年9月30日) 

净资产部分   

 股东资本   

  资本金 5,376,590 5,438,229 

  资本公积 5,384,889 5,429,595 

  盈余公积 10,649,190 12,786,873 

  股东权益 △1,126 △1,126 

  股东资本合计 21,409,544 23,653,571 

 其他综合利润累计金额   

  其他有价证券评估差额 △2,863 △4,935 

  外汇换算调整 △630,179 △622,941 

  其他综合利润累计金额合计 △633,043 △627,876 

 新股予約权 91,697 139,654 

 少数股东权益 15,113,258 15,961,182 

 净资产合计 35,981,456 39,126,531 

负债净资产合计 48,634,341 56,74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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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季度合并利润表及季度合并综合利润表 

季度合并利润表 

第3季度合并累计期间 

            (単位：千日元) 
           前第3季度合并会计期间 

(自 2019年1月1日 
 至 2019年9月30日) 

本第3季度合并会计期间    
(自 2020年1月1日 

 至 2020年9月30日) 

 营业收入 18,619,046 18,999,609 

 营业成本 12,503,558 12,811,195 

 销售利润 6,115,488 6,188,414 

 销售和一般管理费用 2,369,660 2,287,056 

 营业利润 3,745,827 3,901,357 

 营业外收益   

  利息收入 193,547 252,274 

  权益法投资收益 － 610 

 
 

汇兑收益 222,446 － 

  补贴收入 15,890 183,434 

  其他 222,183 36,562 

  营业外收益合计 654,067 472,882 

 营业外支出   

  支付利息 61,618 46,149 

  汇兑损失 － 125,514 

  其他 28,232 19,999 

  营业外支出合计 89,850 191,664 

 経常利润 4,310,044 4,182,575 

 特別收益   

  固定资产出售收益 201 － 

  特別收益合计 201 － 

 特別損失   

  工厂搬迁费用 － 214,089 

  固定资产出售损失 4,417 － 

  特別損失合计 4,417 214,089 

 税金等调整前季度净利润 4,305,828 3,968,486 

 法人税、居民税及事业税 838,132 977,125 

 法人税等调整 △96,709 △79,476 

 法人税等合计 741,423 897,649 

 季度净利润 3,564,405 3,070,836 

 少数股东损益 1,057,430 740,7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06,974 2,33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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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合并综合利润表 

第3季度合并累计期间 

           (単位：千日元) 
          前第3季度合并会计期间 

(自 2019年1月1日 
 至 2019年9月30日) 

本第3季度合并会计期间    
(自 2020年1月1日 

 至 2020年9月30日) 

季度净利润 3,564,405 3,070,836 

其他综合利润   

 其他有价证券评估差额 1,073 △2,072 

 外汇换算调整 △1,300,273 △110,664 

 适用股份法对公司的股份相当额 － 31,191 

 其他综合利润 △1,299,200 △81,546 

季度综合利益 2,265,205 2,989,290 

（明细）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净利润 1,784,899 2,335,282 

 少数股东综合损益 480,305 65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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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关于季度合并财务报表的注意事项 

（关于持续企业前提的备注） 

  没有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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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主资本的金额有显著变动时的备注） 

前第3季度合并会计期间(自  2019年1月1日 至  2019年9月30日) 

１  股息支付额 

决议 股票的种类 
股息总额    
（千日元） 

每股的股利（日
元） 

基准日 生效日 股息的原始资金 

2019年３月７日 
取締役会 

普通股票 128,073 10 
2018年 

12月31日 
2019年 

３月29日 
留存收益 

 

２ 基准日属于当前第3季度合并累计期间的股息中，股息的生效日期在当前第3季度合并会计期间的最后一天之后 

没有相关事项。 

 

本第3季度合并会计期间 (自  2020年1月1日 至  2020年9月30日) 

１  股息支付额 

决议 股票的种类 股息总额    
（千日元） 

每股的股利（日
元） 

基准日 生效日 股息的原始资金 

2020年２月21日 
取締役会 

普通股票 192,433 15 
2019年 

12月31日 
2020年 

３月30日 
留存收益 

 

２  基准日属于当前第3季度合并累计期间的股息中，股息的生效日期在当前第3季度合并会计期间的最后一天之后 

没有相关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