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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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符永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武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宋武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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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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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936,005.58 444,695,771.64 -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44,024,549.42 359,158,648.07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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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58,518.30 44.99% 82,573,776.48 2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035,203.93 49.58% -16,334,098.65 1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138,571.19 48.30% -17,013,671.28 13.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39,957.64 117.62% -3,270,465.13 86.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2 49.60% -0.1021 16.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2 49.60% -0.1021 16.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 45.83% -4.65%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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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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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76.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1,624.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427.48  

合计 679,57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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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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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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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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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金阳光电热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13% 29,000,000  质押 26,146,303 

深圳市洲际通商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3% 25,000,000  质押 25,000,000 

西藏晟新创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90% 23,843,294    

新时代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7% 7,952,000    

融通资本－招商

银行－华润信托

－华润信托·润

金76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2.50% 4,004,560    

陈惠忠 境内自然人 1.96% 3,130,054    

张昊 境内自然人 1.46% 2,341,266    

陈树雄 境内自然人 1.38% 2,202,20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盛锦 25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31% 2,095,814    

张贤华 境内自然人 1.26% 2,015,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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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金阳光电热科技有限公司 2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00 

深圳市洲际通商投资有限公司 2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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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晟新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843,294 人民币普通股 23,843,294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7,952,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2,000 

融通资本－招商银行－华润信托

－华润信托·润金 76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4,004,560 人民币普通股 4,004,560 

陈惠忠 3,130,054 人民币普通股 3,130,054 

张昊 2,341,266 人民币普通股 2,341,266 

陈树雄 2,202,2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2,2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盛锦 2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95,814 人民币普通股 2,095,814 

张贤华 2,015,988 人民币普通股 2,015,9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金阳光电热科技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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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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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2017年1-9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334098.65元，较2016年同期减亏16.85%，营业利润-17269436.88

元，较2016年同期减亏14.31%，利润总额-16585436.77元，较2016年同期减亏17.32%，净利润-16703321.78元，较2016年同

期减亏16.12%。业绩变动主要原因为： 

（1）营业收入上升,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上升22.04%，主要是公司产品咖啡机销量同比上升。 

（2）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3）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上升，主要原因是美元汇率变动产生的汇兑损失增加。 

（4）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上升，主要原因是本期有处置长期待摊费用-办公楼装修的收益和稳增促调的补贴收入。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270465.13元，较2016年同期增加86.08%，主要原因为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比去年同期减少，去年同期有支付华民贸易有限公司6000万，本期无。 

3、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说明：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本报告期 年初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537,323.57 3,308,897.95 -53.54% 
主要系本期支付货款时优先考虑以票据

支付所致。 

预付款项 39,677,407.65 24,554,670.17 61.59% 
主要系本期新增影视投资款 1344万所

致。 

长期待摊费用   10,501,231.33   15,915,517.26  -34.02%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北京圣莱达云科技有

限公司处置长期待摊费用-办公室装修所

致。 

预收款项    1,702,649.32    2,577,981.96  -33.95% 
主要系本期末公司产品水壶订单减少导

致预收款相应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833,272.29      412,078.98  102.21% 
主要系本年计提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由

9月份改为 12 月份申报缴纳所致。 

预计负债 0 516237.93 -100.00% 
主要系年初的未决诉讼本期已结案并支

付赔偿款所致。 

损益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2,289,149.52      505,736.56  352.64%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税费从管理费用-

税费科目改入税金及附加科目所致，实际

总体税费发生额基本无变化。 

财务费用    1,620,140.05      777,511.24  108.38% 
主要系美元汇率变动导致汇兑损失增加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032,378.85      722,457.06  -242.90% 
主要系本期收回已计提坏账准备的宁波

强仁电器有限公司的款项 248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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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767,099.59      168,139.33  356.23% 

主要系本期新增处置长期待摊费用-办公

楼装修收益 48.75万元以及稳增促调补

贴收入 14.7万元所致。 

所得税费用      117,885.01  -145,117.94  -181.23% 
主要系坏账收回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引

起所得税费用变动所致。 

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69,699,777.41   50,269,219.25  38.65% 

主要系本期境外销售增加，货款收回比较

及时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5,567,990.25    2,095,174.73  165.75% 
主要系本期境外销售增加，出口退税款增

加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1,532,584.20   64,066,740.80  -66.39%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华视友邦影视传媒

（北京）有限公司投资款款项退回和违约

金共 4000万，本期无。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44,849,787.92   25,357,511.42  76.87% 

主要系本期采购量增加和材料价格上升

影响支付金额 1500万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4,182,108.10    8,956,431.03  -53.31% 

主要系上年同期宁波圣莱达文化投资有

限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 250 万以及下半

年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的申报缴纳日由原

来的 9 月改为 12 月申报缴纳所致。  

支付的其它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6,661,283.47   83,799,814.86  -68.18% 

主要系上年同期支付华民贸易有限公司

6000 万元委托采购款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0,851,830.00      105,848.00  19599.79% 

主要系本期新增影视投资 1344万元、支

付购买无形资产-专利权 200 万元及新增

设备 500万元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

影响额 
-233,889.73      358,437.67  -165.25% 主要系美元汇率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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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众华”）对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众

会字(2017)第2213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11（三）条的要求，审计机构需就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

及事项是否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发表明确意见，公司股票需待审计机构发表明确结

论性意见后申请复牌。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7年4月28日开市起停牌，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3）。停牌期间公司每5个

交易日披露《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42、2017-053、2017-055、2017-057、2017-058、2017-059、2017-062、2017-063、

2017-065、2017-078、2017-079、2017-081、2017-083、2017-084、2017-089、2017-091、2017-093、2017-95、2017-100、2017-103、

2017-104、2017-106）。公司于2017年7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停牌进展暨公司股票继

续停牌的议案》，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停牌进展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2）。

2017年7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停牌进展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议案》，经向深圳证券交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8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7年7月2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审计机构发表明确结论性意见后申请复牌。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已配合众华完成核查所需的相关访谈工作，并积极协调第三方提供访谈所涉及的补充资料。众华将在取得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后对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是否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做明确说明。 

2、公司于2017年4月18日接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查总队调查通字171371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公司已于2017年4月19日在《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1）、《关于公

司股票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22），并定期发布《立案调查事项进展

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7-054、2017-061、2017-077、2017-085、2017-097、2017-105）。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中

国证监会的立案调查仍在进行过程中。公司正在积极配合调查，尚未收到针对上述立案调查的结论性意见，如果收到相关文

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3、公司2017年5月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资产处置的议案》，筹划处置位于宁波市江北区康庄南

路515号的老厂房土地及附属建筑物，以进一步盘活公司资产，减少相关费用，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具体内容见公司2017年5

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筹划资产处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8）。截至本报告披露

日，该事项仍在积极推进中。 

4、公司2017年7月7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无形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收购大股东宁

波金阳光电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金阳光”）拥有的包含1项专有技术和6项专利技术的无形资产组合，收购价格以

资产组合在评估基准日评估值为基础，根据资产评估结果，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为人民币607万元。具体内

容见公司2017年7月8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购无形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68）。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合同涉及的6项专利已经完成过户手续，1项专有技术已经交由公司实施。 

5、2017年7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圣莱达电器销售有限公司更名为“北京圣莱达云科技有限公司”，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为：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

外）；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计算机系统服务；技术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企业策划；企业管理咨询；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人才中

介服务；职业中介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人才中介服务、职业中介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具体内容

见公司2017年8月3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82）。 

6、2017年9月，经公司管理层讨论决定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圣莱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莱达物联”），并于2017

年9月4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核准登记。圣莱达物联的基本登记信息如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17EBL6J，企业名称：北京圣莱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马建鸿，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成立日期：2017年09月04日，营业期限自：2017年09月04日至长期，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

环北路甲19号楼4层511，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人才中介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人才中介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1、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众会字(2017)第

2213 号]及公司股票停牌事项。 

2017 年 04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董

事会关于 2016 年度无法表示意见审计

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2017 年 04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

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3） 

2017 年 05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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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5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3） 

2017 年 05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5） 

2017 年 07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7） 

2017 年 06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8） 

2017 年 06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9 

2017 年 06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62） 

2017 年 06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63） 

2017 年 07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65） 

2017 年 07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72） 

2017 年 07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78） 

2017 年 07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79） 

2017 年 08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81） 

2017 年 08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83） 

2017 年 08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84） 

2017 年 08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89） 

2017 年 08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91） 

2017 年 09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93） 

2017 年 09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

告》（公告编号：2017-094） 

2017 年 09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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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95） 

2017 年 09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100） 

2017 年 09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103） 

2017 年 10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104） 

2017 年 10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106） 

2、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

调查事项。 

2017 年 04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21），《关于公司股票

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风

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22） 

2017 年 05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立

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

编号：2017-054） 

2017 年 06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立

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

编号：2017-061） 

2017 年 07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立

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

编号：2017-077） 

2017 年 08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立

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

编号：2017-085） 

2017 年 09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立

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

编号：2017-097 

2017 年 10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立

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

编号：2017-105） 

3、公司拟处置位于宁波市江北区康庄南

路 515 号的老厂房土地及附属建筑物事

项。 

2017 年 05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筹划资产处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8） 

4、公司收购大股东宁波金阳光电热科技

有限公司无形资产之关联交易事项。 
2017 年 07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收购无形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68） 

5、全资子公司北京圣莱达电器销售有限

公司工商变更事项。 
2017 年 08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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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告编号：2017-082）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7 年度净利润（万元） -2,950 至 -2,38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473.8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由于咖啡机销量同比大幅增加，同时智慧社区业务四季度将开始贡献

业绩，因此 2017 年经营业绩较去年有所改善。 

（2）由于老厂房处置年内能否完成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故上述业绩预测

未考虑老厂房处置可能带来的损益。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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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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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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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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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符永利            

2017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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