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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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苏江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小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钱扣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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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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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860,429.25 483,445,718.25 -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76,393,243.69 296,987,112.46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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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0,783.86 -62.94% 48,962,813.97 -5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204,108.35 -1,669.10% -23,364,082.28 -2,46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758,941.84 -1,724.95% -23,125,195.53 -2,197.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6,185,160.58 -10.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7 -1,771.43% -0.0268 -2,72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7 -1,771.43% -0.0268 -2,72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5% 下降 3.78 个百分点 -8.13% 下降 7.8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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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357.27 固定资产清理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367,369.30 银行保本理财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98.78 滞纳金 

合计 -238,886.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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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4,78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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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9.43% 256,999,999    

苏州青创贸易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33% 81,494,850  质押 62,021,200 

泰达宏利基金－

民生银行－泰达

宏利策略分级 3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国有法人 1.86% 16,247,661    

上海弘耀信息科

技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 10,000,008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92% 8,000,000    

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5,123,495    

深圳中达软件开

发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1% 3,550,000 3,550,000   

史宇波 境内自然人 0.37% 3,261,900    

胡立 境内自然人 0.25% 2,166,76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4% 2,07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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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56,999,999 境外上市外资股 256,999,999 

苏州青创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81,494,850 人民币普通股 81,494,850 

泰达宏利基金－民生银行－泰达

宏利策略分级 3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6,247,661 人民币普通股 16,247,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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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弘耀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

伙） 
10,000,008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8 

徐开东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123,495 人民币普通股 5,123,495 

史宇波 3,261,900 人民币普通股 3,261,900 

胡立 2,166,760 人民币普通股 2,166,76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7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8,800 

肖玉敏 1,998,888 人民币普通股 1,998,8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就本公司知晓的范围内，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连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根据第三季度报告刊发前的最后实际可行日

期可以得悉、而且董事亦知悉的公开资料作为基准，本公司确认公众持股量足够。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徐开东”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000,000股；

股东“史宇波”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181,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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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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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或本年发生额  

 上年末余额或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说     明  

货币资金 
   

68,805,343.74  

     

123,417,163.19  

   

-54,611,819.45  
-44.25% 

销售货款（现金)回收

减少  

其他应收款 
   

10,270,951.45  

         

7,059,843.56  

     

3,211,107.89  
45.48% 

待抵扣进项税、个人借

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33,893.96  

         

1,042,604.52  

        

-908,710.56  
-87.16% 预付的租赁费摊销  

应交税费 
        

383,579.59  

         

1,984,295.27  

     

-1,600,715.68  
-80.67% 

企业所得税、应交增值

税减少  

营业收入 
   

48,962,813.97  

     

104,462,924.68  

   

-55,500,110.71  
-53.13% 市场疲软，竞争压价  

营业成本 
   

39,684,701.17  

       

76,378,412.48  

   

-36,693,711.31  
-48.04% 与收入相应减少   

管理费用 
   

24,002,144.46  

       

17,754,260.52  

       

6,247,883.94  
35.19% 

停工损失、董监事薪酬

增加  

投资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367,369.30  

            

655,225.15  

        

-287,855.85  
-43.93% 

银行保本理财投入减

少  

营业外支出 
        

606,778.24  

              

35,200.00  

          

571,578.24  
1623.80% 车辆转让损失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45,072,634.84  

     

105,969,250.62  

   

-60,896,615.78  
-57.47% 

销售量减少、资金回收

困难  

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38,300,606.06  

       

93,402,935.50  

   

-55,102,329.44  
-58.99% 采购量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172,327.08  

         

2,410,761.42  

     

-2,238,434.34  
-92.85% 固定资产购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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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东北电气（北京）有限公司100%股权投资》 

基于自身经营发展战略和当前市场环境的需要，经2016年9月29日八届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批准，同意全资附属公司沈

阳凯毅电气有限公司以人民币100万元价格将其持有的东北电气（北京）有限公司100%股权投资，转让给北京耀芯科技有限

公司（一间与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概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详见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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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30日本公司发出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全资附属公司沈阳凯毅电气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100 万元

价格将其持有的东北电气（北京）有限公司 100%股权投

资，转让给北京耀芯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 10 月 10 日 www.cninfo.com.cn 和 www.hkexnew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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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青创贸

易集团有限

公司 

 

持有东北电

气的股份通

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挂牌

出售的价格

不低于人民

币 5 元/股。 

2016 年 01 月

22 日 
 

完全遵守承

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苏州青创贸

易集团有限

公司 

避免同业竞

争 

承诺不会以

任何形式直

接或间接地

从事与上市

公司构成实

质性竞争的

业务。 

2015 年 11 月

23 日 
  

苏州青创贸

易集团有限

公司 

保证上市公

司独立性 

承诺将与上

市公司在人

员、财务、资

产、业务和机

构等方面相

互独立。 

2015 年 12 月

23 日 
  

苏州青创贸

易集团有限

公司 

减持股份 

在成为东北

电气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大股东后将

严格履行股

东义务，严格

遵守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

司大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

2016 年 0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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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告

[2016]1 号）中

关于上市公

司大股东减

持股份的相

关规定。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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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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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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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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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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