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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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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三、公司负责人王本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本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周国祥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四、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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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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5,343,639.39 2,351,348,119.68 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37,373,227.87 1,685,345,860.27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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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931,007.70 29.45% 749,618,180.62 2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04,876.72 11.07% 46,694,317.05 3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389,203.13 1.64% 37,011,684.60 1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128,125.09 272.45% 68,271,158.53 218.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0% 0.08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0% 0.08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4% 上涨 0.02个百分点 2.73% 上涨 0.7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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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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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9,552.3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599,123.30  

债务重组损益 544,625.5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6,155.61  

减：所得税影响额 461,396.9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6,039.20  

合计 9,682,63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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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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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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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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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78% 248,094,929 0 质押 184,600,000 

吴捷 境内自然人 7.89% 43,740,000 0 质押 43,740,000 

王本善 境内自然人 4.12% 22,808,923 17,106,692   

五都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7,129,898 6,808,898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海南首泰

融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23% 6,808,897 0   

安徽安益大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 6,808,896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其他 1.14% 6,289,554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0.98% 5,447,132 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中国对外

经济贸易信托－外贸信托·恒盛

定向增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74% 4,085,339 0   

郑和军 境内自然人 0.57% 3,143,7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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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48,094,929 人民币普通股 248,094,929 

吴捷 43,7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740,000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海南首泰融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808,897 人民币普通股 6,808,897 

安徽安益大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808,896 人民币普通股 6,808,89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6,289,554 人民币普通股 6,289,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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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本善 5,702,231 人民币普通股 5,702,231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5,447,132 人民币普通股 5,447,13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外贸信

托·恒盛定向增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085,339 人民币普通股 4,085,339 

郑和军 3,143,750 人民币普通股 3,143,75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杭州财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42,669 人民币普通股 2,042,6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吴捷先生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一，五都投资有限公司为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王本善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除上述外，公司前十名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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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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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 

（1）在建工程年末比年初1,655.77万元，增长271.24%，主要是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逐步投入所致； 

（2）预付款项年末比年初528.42万元，增长256.72%，主要是预付原材料款项增加所致； 

（3）应付票据年末比年初317.82万元，增长74.48%，主要是票据尚未到期所致； 

（4）预收款项年末比年初9,176.56万元，增长140.65%，主要是销售订单增加所致； 

（5）应付利息年末比年初12.84万元，减少89.52%，主要是短期借款比去年同期降低，相应计提的利息减少所致；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年末比年初129.90万元，减少100.00%，主要是借款到期偿还所致； 

（7）其他应付款年末比年初2,509.11万元，减少33.35%，主要是投标保证金减少所致； 

（8）其他综合收益年末比年初421.00万元，增长126.68%，主要是欧元汇率增加所致； 

（9）未分配利润年末比年初 10,567.93 万元，增长44.18%，主要是归属于母公司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2、利润表 

（1）营业成本比去年同期增长37.38%，主要是销售收入增加，相应成本增加所致； 

（2）税金及附加比去年同期增长290.32%，主要是本公司将2017年1-9月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印花税的发生额列报于“税

金及附加”项目，去年同期在仍列报于“管理费用”项目； 

（3）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长195.61%，主要是募集资金存款减少，相应的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增长51.24%，主要是销售增加，应收账款增加，相应计提的坏账增加所致； 

（5）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增长152.75%，主要是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增加； 

（6）其他收益比去年同期增长100.00%，主要是会计政策-政府补助变更，营业外收入减少，其他收益增加所致； 

（7）营业外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51.93%，主要是会计政策-政府补助变更，营业外收入减少，其他收益增加所致； 

（8）营业外支出比去年同期减少81.22%，主要是水利基金减少、国外子公司延期交货违约金减少所致； 

（9）所得税费用比去年同期增长55.35%，主要是利润总额增加，计提的所得税增加所致； 

（10）少数股东损益比去年同期减少73.01%，主要是收购国外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所致。 

3、现金流量表 

（1）支付的各项税费比去年同期增长74.47%，主要销售收入、利润增长，相应的增值税、所得税增加所致； 

（2）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减少39.97%，主要是购买土地款减少所致； 

（3）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减少42.90%，主要是募集资金购入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发生额减少所致； 

（4）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长87.70%，主要是银行短期借款发生额增加所致； 

（5）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减少79.78%，主要是今年无分配股利，去年同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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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与忻州日盛的诉讼正在审理中，尚未最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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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

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于 2012年 6月 15日与忻州日盛铸造有限公司（原山西中亚神力铸造有限公司）、科菲亚

重型装备有限公司签订了《资产收购协议书》，约定忻州日盛将其持有的经营性资产(包括所有

的房屋建筑物及全部配套设施、所有设备等有形资产和土地等无形资产)转让给忻州日发，转

让价为人民币 10,500万元整，科菲亚对忻州日盛履行本协议产生的任何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协议签订生效后，忻州日发已累计向忻州日盛支付资产收购款 8,500万元，忻州日盛

仅将厂房及设备交付给忻州日发使用，但未按照《资产收购协议书》办理有关资产过户登记手

续。2014年 12 月 10日，经公司书面催告，限期在 2014年 12月 31日前办理土地使用权及厂

房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忻州日盛至今仍未在指定的期限内履行过户登记手续义务。由于忻州

日盛未按照协议约定办理资产过户登记手续，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公

司有权解除合同，要求忻州日盛返还资产收购款并支付相应违约金。 

2016年 10

月 26日 

http://www.c

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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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本善

先生 

公司股东、

董事长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

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发行人股份，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五十。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

上市流通和转让。 

2010年 12

月 10日 

期限已包含

承诺内容中 

严格履行

了相关承

诺。 

五都投

资有限

公司 

公司股东 
认购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5年 12

月 17日 

期限已包含

承诺内容中 

严格履行

了相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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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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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0.00% 至 50.00%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4,523.72 至 6,168.71 

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112.4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传统机床特别是磨床自动连线得益于上游行业的回暖，销售

额同比增长较多； 

2、意大利 MCM 公司因良好的市场开拓和维护，销售额稳步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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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本善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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