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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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潘叶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石晓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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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9,895,485.96 3,593,298,595.69 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957,299,501.51 1,736,351,119.06 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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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5,523,192.28 32.08% 4,083,127,386.98 3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5,889,765.65 62.45% 311,685,641.60 5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3,491,679.33 71.00% 302,373,191.62 5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5,212,908.44 -74.64% 153,913,233.30 -68.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62.50% 0.54 5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62.50% 0.54 5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7% 0.98% 16.78%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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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7,316.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130,473.6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86,473.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4,233.98  

合计 9,312,44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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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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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河子奋进股权

投资普通合伙企

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6% 80,640,000  质押 43,968,000 

潘叶江 境内自然人 9.96% 57,948,157 43,461,117 质押 12,06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低

碳环保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4.62% 26,851,749    

中国工商银行－

汇添富成长焦点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70% 21,500,065    

米林县联动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4% 19,458,870    

杨建辉 境内自然人 2.59% 15,051,825 11,288,868 质押 4,9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新兴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7% 12,033,071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实研

究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3% 9,453,661    

潘权枝 境内自然人 1.43% 8,345,544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精选蓝筹

混合型证券投资

其他 1.38% 8,0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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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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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河子奋进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

业 
80,6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64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低

碳环保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851,749 人民币普通股 26,851,749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500,065 人民币普通股 21,500,065 

米林县联动投资有限公司 19,458,870 人民币普通股 19,458,870 

潘叶江 14,487,040 人民币普通股 14,487,04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33,071 人民币普通股 12,033,07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研

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453,661 人民币普通股 9,453,661 

潘权枝 8,345,544 人民币普通股 8,345,54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精选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8,000,029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2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成

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44,008 人民币普通股 7,544,0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潘叶江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且持有奋进投资的财产份额，

为奋进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与股东潘权枝先生为父子关系。除前述之外，公司未知

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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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科目 期末数（元） 期初数（元） 变动幅度（%） 说明 

货币资金 499,363,654.43 1,109,768,111.50 -55.00% 主要系增加投资理财产品及现金分

红所致 

应收票据 588,379,540.44 376,661,507.45 56.21% 主要系部分客户由现金汇款更改为

票据结算所致 

应收账款 346,400,364.28 264,310,235.42 31.06% 主要系销售额增加及对客户增加赊

销额度所致 

预付款项 48,627,600.82 33,979,040.95 43.11% 主要系根据合同本期较年初预付广

告费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528,402.41 22,705,838.27 -49.23% 主要系本期较年初收回2016年品牌

使用费、部分往来款及合并范围减

少中山市华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995,564,229.73 368,813,628.33 169.94% 主要系本期较上年末增加理财产品

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9,147,094.90 7,631,051.98 150.91% 主要系本期增加深圳北鱼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款及中山市华帝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由合并范围减少致权

益法核算所致 

在建工程 18,586,405.81 10,223,378.44 81.80% 主要系本期在建调试模具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3,188,417.32 90,531,111.44 -30.20% 主要系年初应付职工薪酬中包含上

年度员工薪酬于本期发放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748,433,820.73 569,429,850.80 31.44% 主要系销售额增加及核销流程调整

导致经销商未核销费用增加所致。 

会计科目 本期数（元） 上期数（元） 变动幅度（%） 说明 

营业收入 4,083,127,386.98 3,118,429,898.85 30.94% 主要系品牌提升致价格及销量增加

所致 

税金及附加 31,878,915.86 22,286,849.80 43.04%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及根据会计政

策规定将管理费用当中的税费科目

调整至此科目所致 

销售费用 1,153,405,013.06 784,806,886.06 46.97% 主要系品牌提升、渠道拓展及销售

收入增加致广告费、促销费等增加

所致 

财务费用 -22,388,718.93 -10,693,403.23 -109.37% 主要系理财产品及理财利率较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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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长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3,939,063.91 -2,672,704.84 621.53% 主要系应收账款较年初增长幅度大

于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及销售子公司

上海粤华厨卫有限公司的存货发生

减值所致 

投资收益 4,927,018.52 1,136,905.00 333.37% 主要系本期转让中山市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确认收益所致 

营业利润 375,610,920.59 245,396,066.87 53.06% 主要系销售收入、毛利较上年同期

增长所致 

营业外支出 5,488,182.69 3,257,582.65 68.47% 主要系处理固定资产损失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386,854,078.19 258,289,524.52 49.78% 主要系销售收入、毛利较上年同期

增长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11,685,641.60 201,208,511.17 54.91% 主要系销售收入、毛利较上年同期

增长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0.54 0.35 54.91% 主要系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增长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0.54 0.35 54.91% 主要系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增长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3,913,233.30 494,634,169.94 -68.88% 主要系本期票据回款占比上升及支

付上年末到期应付票据，运输费及

广告费增长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52,894,931.09 7,863,432.10 -8402.93% 主要系本期支付投资理财产品增长

及上年同期收回投资公司中山市公

用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部分投资

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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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 2017 年 07 月 06 日 

详情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华帝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040）。 

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

授权有效期延长 
2017 年 09 月 07 日 

详情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华帝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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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52）。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完成

解锁 
2017 年 09 月 08 日 

详情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华帝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获得股份解除限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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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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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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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40.00% 至 6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45,853.02 至 52,403.46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2,752.1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战略转型及品牌升级初显成效，公司营业收入预计进一步增长，毛利

稳步提升，净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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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26,800,000

.00 
     

26,800,000.

00 
自有资金 

股票 
12,000,000

.00 
  12,000,000.00   

12,000,000.

00 
自有资金 

合计 
38,800,000

.00 
0.00 0.00 12,000,000.00 0.00 0.00 

38,800,000.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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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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7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 

2017 年 07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 

2017 年 07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 

2017 年 08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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