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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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顾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生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林永春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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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4,139,812.72 2,472,660,806.03 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04,069,675.54 2,072,035,409.98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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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273,272.78 -23.01% 559,496,528.72 -1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224,618.20 -10.89% 102,935,167.22 1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437,932.59 -31.89% 92,987,446.72 8.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768,097.75 -21.60% 73,383,885.66 -38.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10.00% 0.36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10.00% 0.36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 -0.18% 4.92%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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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8,449.2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769,3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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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666.00 

深圳前海八菱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处置深圳前海盖

娅八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股权获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1,585.7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877,731.96 理财产品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61,070.96  

合计 9,947,72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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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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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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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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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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竞忠 境内自然人 33.45% 94,766,049 22,931,261 质押 93,380,000 

顾  瑜 境内自然人 8.71% 24,688,427 23,766,320 质押 12,500,000 

黄志强 境内自然人 6.59% 18,664,089 13,998,067 质押 15,000,000 

陆  晖 境内自然人 5.49% 15,561,798 0 质押 15,561,798 

中海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中海信

托－八菱科技员

工持股计划集合

资金信托 

其他 4.76% 13,484,121 0   

黄安定 境内自然人 3.66% 10,374,532 0 质押 10,000,000 

南宁八菱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

划 

其他 3.51% 9,933,789 0   

程启智 境内自然人 2.32% 6,585,462 3,292,731   

任  宁 境内自然人 2.27% 6,435,527 0 质押 5,500,000 

文丽辉 境内自然人 1.82% 5,155,019 0 质押 5,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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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竞忠 71,834,788 人民币普通股 71,834,788 

陆  晖 15,561,798 人民币普通股 15,561,798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信 13,484,121 人民币普通股 13,48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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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八菱科技员工持股计划集合

资金信托 

黄安定 10,374,532 人民币普通股 10,374,532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9,933,789 人民币普通股 9,933,789 

任  宁 6,435,527 人民币普通股 6,435,527 

文丽辉 5,155,019 人民币普通股 5,155,019 

韦秋燕 4,678,585 人民币普通股 4,678,585 

黄志强 4,666,022 人民币普通股 4,666,022 

罗  勤 3,763,342 人民币普通股 3,763,3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除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竞忠、顾瑜系夫妻关系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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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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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9月30日 2017年1月1日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95,246,695.17  641,883,574.17  -69.58% 
一是使用480,300.000.00元闲置资金购买了理

财产品；二是募集资金投入使用。 

应收票据  50,600,936.28  91,341,012.38  -44.60% 
主要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应收票据贴现比上年

同期增多。 

其他流动资产  508,572,408.95  22,051,350.53  2206.31% 主要是增加了480,300.000.00元的理财产品。 

应收股利  40,909,090.79  0 100% 
主要根据参股公司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收的现金股利。 

短期借款  134,000,000.00  100,000,000.00  34.00% 主要是银行贷款增加。 

其他应付款  704,679.39  1,571,499.08  -55.16% 主要是支付了期初应付运费。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59,496,528.72 627,592,175.77 -10.85% 

一是由于柳州八菱科技有限公司注塑件生产

项目刚建成不久，保险杠业务处于起步阶段，

客户结构还比较单一，今年主要配套的车型销

量出现大幅度下滑，导致保险杠销售收入比去

年同期减少了73,725,647.92元，下降幅度

50.57%；二是由于产品价格的计算方式发生了

改变，客户提供的附带零部件不再计入产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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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产品售价中。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2,935,167.22 90,739,449.51 13.44% 
主要是公司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17,538,770.83元，同比增长了43.99%。 

税金及附加 5,852,973.42  1,934,355.33  202.58% 

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3,918,618.09

元，主要是根据财会〔2016〕22号规定，房产

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共计

3,490,377.07元计入税金及附加科目，上年同

期是计入管理费用科目。 

财务费用 -8,662,542.37  -12,284,891.23  -29.49% 主要是银行存款余额下降，利息收入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849,609.30  1,114,745.34  -176.22% 
主要是按其他应收账款余额计提的坏账准备

比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收益 57,405,160.65  39,866,389.82  43.99% 

一是由于报告期内子公司深圳前海八菱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投资收益比上年

同期增加；二是参股公司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比上年同

期增加；三是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收到的投资收

益比上年同期增加。 

营业外收入 532,679.50  4,417,253.74  -87.94% 

主要是有根据财会[2017]15号规定，2017年1

月1日至本报告期末发生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

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共计4,358,449.24元

由营业外收入调整到其他收益。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3,383,885.66  118,939,492.94  -38.30% 

主要是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比上年同期增长了65.92%。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79,479,317.61  -68,512,373.94  599.84% 

主要是由于使用了480,300.000.00元闲置

资金购买了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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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0,513,040.27  -183,456,117.39  -77.92% 

主要是由于归还了短期借款，导致报告期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

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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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员工持股计划 

1、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5 年度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公司于2016年1月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案)及摘

要修订案》，委托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国海金贝壳员工持股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取得并持有本公司股票。 

截止2016年2月5日，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国海金贝壳员工持股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完成股票购买，通过二级市场累计买入公司股票9,933,7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1%，

成交均价29.56元/股，成交金额合计293,690,525.76元。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12个月，

即2016年2月15日至2017年2月14日；存续期18个月，即2016年1月21日至2017年7月20日。 

在“国海金贝壳员工持股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即将届满之际，由于账面略有浮

亏，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为了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经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2017年第一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

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同意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存续期在原定终止日的基础上延

长18个月，即至2019年1月20日前止，同时对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内容（包括投资管理模式、

存续期限、股票来源、资金来源、收益分配等）进行变更，并相应制定《南宁八菱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17年修订版）。根据《南宁八菱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2017年修订版），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开设专用

证券账户作为直接持股主体，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受让“国海金贝壳员工持股1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所持的全部本公司股票作为初始标的股票，并对初始标的股票实施直接持有、直接

管理的投资管理模式。 

2017年7月14日，“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大宗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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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承接受让了“国海金贝壳员工持股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9,933,78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1%，成交均价27.8元/股，成交金额276,159,334.20元。本次通过大

宗交易购入的“国海金贝壳员工持股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全部股票不设锁定期。 

截止目前，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票尚未交易卖出。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2016年3月3日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并由员工持股计划持有

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委托基金公司或证券公司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进行管理，通过二

级市场购买(含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并持有本公司股票。 

截止2016年8月3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国海金贝壳员工持股2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提前终止股票购买，通过二级市场(含大宗交易)累计买入公司股票3,615,134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28%，成交均价33.99元/股，成交金额合计122,880,155.03元。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锁定期12个月，即2016年8月3日至2017年8月2日；存续期24个月，即2016年5月4日至2018

年5月3日。 

截止目前，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已满，股票尚未交易卖出。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2016年11月23日召开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第三期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并委托信托公司为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设立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进行管理，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含大宗交易（包

括定向受让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股东持有的股票）】的方式取得并持有本公司股票。 

    截止2017年5月22日，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中海信托-八菱科技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完成股票购买，通过二级市场【含大宗交易（包括定向受让公司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股东持有的股票）】累计买入公司股票13,484,12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76%，成交

均价31.15元/股，成交金额合计419,991,947.30元。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12个月，即2017

年5月22日至2018年5月21日；存续期24个月，即2016年12月29日至2018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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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目前，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仍在锁定期，股票尚未交易卖出。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募集资金项目 

    报告期，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已

完成全部工程项目的硬件安装、调试，并完成了恐龙、视频、音乐、音效、灯光、音响、降

雨、舞美等道具的演出合成和编排，于2017年9月30日开始试演。 

   （三）股权投资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同意转让深圳前海盖娅八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部分出资份额的议案》，同意前海八

菱将其持有盖娅八菱的 6,000 万元出资额以人民

币 61,191,667 元转让给深圳盖娅。本次转让后，

前海八菱仍持有盖娅八菱 10,000 万元出资额，占

出资比例 33.896%。 

2017 年 07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5）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广西华纳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优先认缴权的

议案》，同意广西华纳增加注册资本 56,405,556

元，新增注册资本由黄安定、刘仁彬、黄炜民、

沈于蓝、陆伯兰、任勇军、潘文丹、广西祥欣顺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5 元/1 元注册资本

的价格认缴；并同意放弃公司享有的本次广西华

纳增资扩股的优先认缴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广

西华纳的注册资本将由 113,402,062元增至

169,807,618 元，公司对广西华纳的出资比例将

由 43.65%降至 29.15%，广西华纳仍为公司的参股

公司。本事项已获得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2017 年 09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参股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

优先认缴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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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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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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竞忠、

顾瑜夫

妇 

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

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杨竞忠、顾

瑜夫妇出具了《不予竞争承诺函》。 

2011 年 11

月 11 日 

实际控制

公司期间

内 

正常履行中 

黄安定；

黄生田；

黄志强；

陆晖；罗

勤；杨竞

忠 

股份限售

承诺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杨竞忠等六人

非公开发行股票 72,621,722 股，其股票锁定

期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首

日（即 2014 年 9 月 24 日）起三十六个月。 

2014 年 09

月 24 日 

2017 年 9

月 23 日 
已履行完毕 

杨竞忠；

黄生田；

贺立德；

覃晓梅 

股份限售

承诺 

对于本人所认购的八菱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本人承诺及保证在八菱科技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股票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会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也不会要求八菱科技

收购本人所持有的八菱科技本次向本人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 

2016 年 01

月 05 日 

2019 年 1

月 4 日 
正常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南宁八

菱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募集资金

使用承诺 

公司承诺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前

海八菱拟出资设并购基金的议案》后的十二

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2016 年 06

月 29 日 

2017 年 6

月 28 日 
已履行完毕 

顾瑜 
股份减持

承诺 

顾瑜女士承诺，自 2017 年 1 月 10 日起连续

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

公司股份总数的 5%。 

2017 年 01

月 10 日 

2017 年 7

月 9 日 
已履行完毕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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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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至 3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2,841.34 至 16,693.75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2,841.3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参股公司经营状况良好，预计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增加。

2、募投项目投入运营，预计产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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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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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股东人数/无 

2017 年 07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募投项目《远去的恐龙》进展情况/无 

2017 年 07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员工持股计划情况/无 

2017 年 07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业务发展状况/无 

2017 年 07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股票股价问题/无 

2017 年 08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募投项目《远去的恐龙》进展情况/无 

2017 年 08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募投项目《远去的恐龙》进展情况/无 

2017 年 09 月 1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募投项目《远去的恐龙》进展情况/无 

2017 年 09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经营状况/无 

2017 年 09 月 2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募投项目《远去的恐龙》进展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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