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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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礼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碧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柏伟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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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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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1,195,612.00 5,435,561,940.00 -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89,997,985.00 3,227,799,977.00 1.9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27,017,455.00 9.19% 2,781,307,075.00 1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366,858.00 80.93% 64,710,750.00 38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2,999,501.00 83.85% 32,040,088.00 169.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95,563,111.00 445.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100.00% 0.04 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 1.05% 0.45% 1.98%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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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931,503.00 主要系昆山老厂搬迁过程中设备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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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6,381,599.00 

主要系与昆山新厂建设工程递延收益摊销、

老厂固定资产搬迁损失补偿、黄石厂基础设

施配套建设补助递延收益摊销以及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023.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5,765,411.00  

合计 32,670,66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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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本年比上年增减幅度按差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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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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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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 LTD. 境外法人 20.19% 337,999,943    

WUS GROUP HOLDINGS CO., LTD. 境外法人 13.23% 221,555,42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89% 65,144,800    

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1.90% 31,733,44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1.08% 17,999,92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9% 13,194,859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 1 号 其他 0.78% 13,017,00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中国梦

30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7% 9,468,715    

王莲枝 境内自然人 0.54% 9,104,934    

邹嘉俊 境内自然人 0.49% 8,232,32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 LTD. 337,999,943 人民币普通股 337,999,943 

WUS GROUP HOLDINGS CO., LTD. 221,555,421 人民币普通股 221,555,42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5,144,800 人民币普通股 65,144,800 

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31,733,440 人民币普通股 31,733,44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7,999,929 人民币普通股 17,999,92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194,859 人民币普通股 13,194,859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 1 号 13,017,005 人民币普通股 13,017,00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中国梦

30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468,715 人民币普通股 9,468,715 

王莲枝 9,104,934 人民币普通股 9,104,934 

邹嘉俊 8,232,324 人民币普通股 8,23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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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LTD.、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吴礼淦家族。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王莲枝、邹嘉俊分别通过信用账户持股 9,066,034 股和

8,232,32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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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货币资金 361,118,270  271,507,810  33% 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183,814  1,172,215  86% 主要系：跨币种互换合同公允价值变动 

应收票据 65,215,106  23,138,988  182% 主要系：客户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预付款项 15,498,860  10,678,780  45% 主要系：子公司预付货款增加 

应收利息 159,167  13,110  1114% 主要系：预估跨币种互换合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其他应收款 127,854,989  224,437,149  -43% 主要系：收到搬迁补助款 

在建工程  245,919,968  373,996,354  -34% 主要系：母子公司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186,667  540,801  -65% 主要系：去年的摊销项目到上季度已全部摊完 

预收款项 9,349,111  4,430,737  111% 主要系：母公司预收废料和旧设备款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9,183,047 -6,670,305 -38% 主要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之公允价值下降 

利润表项目 2016 年前三季度 2015 年前三季度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9,792,324  -2,873,519 441% 主要系：本期内销增多增值税及相关税金增加 

财务费用-净额 7,870,041  27,376,284  -71% 主要系：去年同期美元、欧元借款较多产生较多汇兑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41,653,648  -7,098,960 687% 主要系：期初已计提存货跌价的存货在本期已销售或投入生产 

投资收益 708,364  4,338,119  -84% 主要系：投资频率和产品结构变化 

营业外收入 46,690,986  33,949,862  38% 主要系：政府补助和递延收益摊销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47,948,131  -1,644,213 3016% 主要系：母子公司获利同比上升 

净利润 64,710,750  -22,904,229 383% 主要系：母子公司获利同比上升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6 年前三季度 2015 年前三季度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11,782,943  1,458,170,410  31%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购进商品及支付的现金相应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1,728,347  76,698,604  46% 主要系：母公司增值税及相关税金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910,935  5,346,431  -83% 主要系：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理财减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8,218,689  28,100  29148% 主要系：搬迁过程中处置老厂旧设备增加 

收到其他投资活动的现金 290,000,000  2,173,868,472  -87% 主要系：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理财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16,725,604  401,979,872  -46% 主要系：本期母子公司购置设备金额比去年同期减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0,220,777  1,506,109,640  -87% 主要系：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理财减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29,741,013  1,525,261,861  -39% 主要系：本期还款金额较去年同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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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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吴礼淦家族和

控股股东碧景（英属维尔

京群岛）控股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 

避免与公司产

生同业竞争 
2010 年 07 月 26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实际控制人吴礼淦家族 

承诺不再直接

或间接持有楠

梓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 

2010 年 07 月 26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吴礼淦家族 股份减持承诺 

连续六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

系统出售的股

份将低于公司

股份总数的 5% 

2016 年 06 月 30 日 2016-12-30 正常履行 

2016 年 06 月 25 日 2016-12-25 正常履行 

2016 年 06 月 18 日 2016-12-18 正常履行 

2016 年 06 月 02 日 2016-12-02 正常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983.42% 至 1,525.14%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6,000 至 9,0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53.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随着公司昆山新厂、湖北黄石新厂先后投产，并于 2015 年末完成

了与生产相关的昆山老厂搬迁工作，公司整体盈利能力逐步恢复，

预计 2016 年营业收入较 2015 年亦有所增长，预期 2016 年业绩较

2015 年将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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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

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1,011,599.00     2,183,814.00 自有资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5,350,284.00  -12,296,155.00    23,054,129.00 自有资金 

合计 35,350,284.00 1,011,599.00 -12,296,155.00    25,237,943.00 -- 

六、 委托理财情况 

                                                                                                   单位：万元 

委托理财品种 委托理 

财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报酬确定方式 本期实际

收回的本

金 

预计收益   报告期实

际收到的收

益金额  

自有资金 

债券质押式逆回购 4,000  2016-7-29 2016-8-12 保本保收益型 4,000   3.33     3.33  

1,560  2016-8-31 2016-9-7 保本保收益型 1,560    0.65    0.65  

2,440  2016-8-31 2016-9-7 保本保收益型 2,440    1.01     1.01  

990  2016-9-27 2016-10-11 保本保收益型     1.37    

1,010  2016-9-27 2016-10-11 保本保收益型     1.39    

2,000  2016-9-27 2016-10-11 保本保收益型     2.80    

2,000  2016-9-27 2016-10-4 保本保收益型     2.90    

小计 1,4000   8,000 13.45 4.99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于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范围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理财。报告期内，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投资质押式债券逆回购的累计金额为14,000万元。 

于2016年09月30日，以自有资金投资债券质押式逆回购未到期本金6,000万。截止报告期末没有逾期未收回

的投资理财本金和收益，无涉诉情况，未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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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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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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7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6-0704-086 

2016 年 07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6-0706-087 

2016 年 07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6-0711-088 

2016 年 07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6-0718-089 

2016 年 07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6-0719-090 

2016 年 07 月 2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6-0722-091 

2016 年 07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6-0725-092 

2016 年 07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6-0726-093 

2016 年 07 月 2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6-0727-094 

2016 年 07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6-0728-095 

2016 年 08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6-0811-096 

2016 年 08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6-0811-097 

2016 年 08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6-0824-098 

2016 年 08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6-0825-099 

2016 年 08 月 3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6-0830-100 

2016 年 09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6-0920-101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参见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ssgs/S002463/）及巨潮资讯网。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十、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董事长：吴礼淦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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