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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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才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毕林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刘劲松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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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6,359,617.85 9,895,213,481.66 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586,059,364.49 4,546,939,524.13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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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330,721.36 35.07% 3,471,106,080.87 2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0,553,205.37 -29.35% 60,899,773.86 -1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7,448,877.09 1,194.05% 53,832,828.01 711.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52,478,625.41 -368.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6 -32.65% 0.0594 -17.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6 -32.65% 0.0594 -17.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0.92% 1.33%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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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4,558.47 

主要是转让股权收益以及处

置固定资产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6,349,4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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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635.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6,4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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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2,042,201.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88,902.40  

合计 7,066,945.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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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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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76,180.19 

公司之子公司安泰创业投资（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

创投”）系由本公司出资于 2015 年 02 月 10 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登记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告[2008]43 号》关于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公司认为，对外投

资并获取投资收益是安泰创投的正常经营业务，其投资收益和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不符合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故未将其本报告期

投资收益7,654,592.09元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5,121,588.1元列入

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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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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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钢研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51% 364,366,724 12,479,804   

刁其合 境内自然人 4.80% 49,253,114 49,253,114 质押 12,700,000 

苏国平 境内自然人 3.07% 31,448,705 31,448,705   

长江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盛世华章养

老保障管理产

品－安泰振兴

股权投资计划

专项投资账户 

其他 1.86% 19,045,287 19,045,287   

北京银汉兴业

创业投资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9% 12,190,9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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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3% 9,502,900 0   

平安大华基金

－平安银行－

平安大华华腾

科技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60% 6,119,951 6,119,951   

苏国军 境内自然人 0.48% 4,908,770 4,876,370   

北京扬帆恒利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8% 4,876,370 0 质押 3,210,000 

丁琳 境内自然人 0.48% 4,876,370 4,87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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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51,886,920 人民币普通股 351,886,920 

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2,190,926 人民币普通股 12,190,92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9,502,900 人民币普通股 9,502,900 

北京扬帆恒利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4,876,370 人民币普通股 4,876,370 

前海开源基金－农业银行－中

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844,905 人民币普通股 4,844,905 

姜伟 4,281,943 人民币普通股 4,281,943 

李德海 3,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50,000 

丁海亮 3,62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29,000 

王宏友 3,4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3,465,600 

天津普凯天吉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187,536 人民币普通股 3,187,5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说明：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苏国平为本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安泰天龙钨钼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及在安泰天龙部分子

公司任董事长等职务；刁其合在安泰天龙部分子公司任董事等职务；长江养老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盛世华章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安泰振兴股权投资计划专项投资账户由

本公司管理层与核心骨干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投资计划全额认购，股

权投资计划的持有人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苏国军任安泰天龙副

总经理；苏国军同苏国平为兄弟； 前海开源基金－农业银行－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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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前海开源增持 3 号资产管理

计划”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买入方式增持公司股票的股东。中国钢

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刁其合、苏 国平、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盛世华章养

老保障管理产品－安泰振兴股权投资 计划专项投资账户、苏国军、前海开源基金－

农业银行－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的

关联关系公司未知。  

上述股东一致行动关系（《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中国钢研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刁其合、苏国平、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盛世华章养老保障管

理产品－安泰振兴股权投资计划专项投资账户、苏国军、前海开源基金－农业银行－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及与其他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其他股东之间的 

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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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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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808,418,174.86 1,318,455,763.34 -38.68% 
主要原因是经营性资产应收账款及存货增加

占用及对外长期投资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73,351,360.80 10,332,100.00 609.94% 主要原因是股票投资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330,834,794.43 491,272,958.45 -32.66% 
主要原因是加大承兑汇票支付力度以及到期

解付所致。 

应收账款 1,320,953,025.58 944,212,556.55 39.90% 主要原因是销售规模扩大所致。 

其他应收款 84,511,931.43 18,563,214.66 355.27% 
主要原因是转让河冶埃赫曼股权当期未收到

股权转让款所致。 

短期借款 1,289,445,068.81 797,379,618.48 61.71% 主要原因是增加短期借款融资所致。 

应付利息 19,179,422.90 12,854,691.05 49.20% 
主要原因是计提中期票据利息未到付息日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00,000.00 417,595,000.00 -99.66% 主要原因是偿还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所致。 

长期借款 38,111,058.28 79,295,534.85 -51.94% 主要原因偿还长期借款所致。 

专项应付款 192,587,008.23 104,392,361.73 84.48% 
主要原因是本期全资子公司安泰天龙钨钼科

技有限公司收到搬迁补偿款。 

其他综合收益 -42,013,705.29 -18,376,126.43 -128.63% 
主要原因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降

所致。 

利润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29,362,454.64 17,675,367.31 66.12% 

主要原因是根据财政部 2016年 12月下发的文

件（财会[2016]22号）规定，将原在管理费用

下核算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

印花税等税费改为在本科目核算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2,991,957.76 13,753,253.29 67.17% 
主要原因是计提应收款坏账准备及存货跌价

准备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121,588.10 1,621,417.21 215.87% 
主要原因是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7,605,053.06 58,741,390.91 -70.03% 
主要原因是较上期处置可供金融资产收益减

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073,335.51 987,472.42 109.96% 主要原因是清理固定资产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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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损益 -7,201,282.71 28,319,341.14 -125.43% 主要原因是非全资控股子公司亏损导致。 

其他综合收益 -23,795,513.81 8,157,478.87 -391.70% 
主要原因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7,730,624.92 8,199,309.46 116.25% 
主要原因是较上期出口增加导致出口退税增

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27,232,829.8 87,299,611.54 45.74% 

主要原因是本期全资子公司安泰天龙钨钼科

技有限公司收到搬迁补偿款。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2,913,180,083.07 1,949,933,258.64 49.40% 主要原因是采购规模扩大导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1,615,806.10 181,228,029.41 -32.89% 主要原因是较上期缴纳的增值税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81,568,829.23 308,573,967.38 -41.16% 

主要原因是上期包含支付的资产管理计划资

金导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138,262.76 60,318,081.29 -98.11% 
主要原因是较上期收到处置金融资产投资收

益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708,411.38 36,029,900.00 -98.03% 主要原因是较上期处置长期资产减少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22,937,457.20   主要原因是处置河冶埃赫曼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22,744,462.88  主要原因是上期合并安泰天龙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60,059,667.32 352,018,073.14 -82.94% 主要原因是吸收投资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59,636,971.81 551,597,805.58 73.97% 主要原因是增加短期贷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6,890,355.01 352,384.00 1,855.35% 主要原因是收回承兑汇票保证金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21,602,760.67 145,120.67 83,694.24%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股份回购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

加额 
-514,138,286.22 -79,768,852.85 -544.54% 

主要原因是经营活动经营性净现金流和筹资

活动净现金流较上期减少所致。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808,418,174.86 1,318,455,763.34 -38.68% 
主要原因是经营性资产应收账款及存货增加

占用及对外长期投资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73,351,360.80 10,332,100.00 609.94% 主要原因是股票投资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330,834,794.43 491,272,958.45 -32.66% 
主要原因是加大承兑汇票支付力度以及到期

解付所致。 

应收账款 1,320,953,025.58 944,212,556.55 39.90% 主要原因是销售规模扩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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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收款 84,511,931.43 18,563,214.66 355.27% 
主要原因是转让河冶埃赫曼股权当期未收到

股权转让款所致。 

短期借款 1,289,445,068.81 797,379,618.48 61.71% 主要原因是增加短期借款融资所致。 

预收款项 417,398,555.34 303,482,717.66 37.54% 
主要原因是销售规模扩大预收部分客户货款

所致。 

应付利息 19,179,422.90 12,854,691.05 49.20% 
主要原因是计提中期票据利息未到付息日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00,000.00 417,595,000.00 -99.66% 主要原因是偿还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所致。 

长期借款 38,111,058.28 79,295,534.85 -51.94% 主要原因偿还长期借款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42,013,705.29 -18,376,126.43 -128.63% 
主要原因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降

所致。 

利润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29,362,454.64 17,675,367.31 66.12% 

主要原因是根据财政部 2016年 12月下发的文

件（财会[2016]22号）规定，将原在管理费用

下核算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

印花税等税费改为在本科目核算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2,991,957.76 13,753,253.29 67.17% 
主要原因是计提应收款坏账准备及存货跌价

准备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121,588.10 1,621,417.21 215.87% 
主要原因是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7,605,053.06 58,741,390.91 -70.03% 
主要原因是较上期处置可供金融资产收益减

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073,335.51 987,472.42 109.96% 主要原因是清理固定资产导致。 

少数股东损益 -7,201,282.71 28,319,341.14 -125.43% 主要原因是非全资控股子公司亏损导致。 

其他综合收益 -23,795,513.81 8,157,478.87 -391.70% 
主要原因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7,730,624.92 8,199,309.46 116.25% 
主要原因是较上期出口增加导致出口退税增

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33,585,943.80 87,299,611.54 -61.53% 

主要原因是上期包含收到资产管理计划认购

款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2,913,180,083.07 1,949,933,258.64 49.40% 主要原因是采购规模扩大导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1,615,806.10 181,228,029.41 -32.89% 主要原因是较上期缴纳的增值税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81,568,829.23 308,573,967.38 -41.16% 

主要原因是上期包含支付的资产管理计划资

金导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138,262.76 60,318,081.29 -98.11% 
主要原因是较上期收到处置金融资产投资收

益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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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708,411.38 36,029,900.00 -98.03% 主要原因是较上期处置长期资产减少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22,937,457.20   主要原因是处置河冶埃赫曼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22,744,462.88  主要原因是上期合并安泰天龙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60,059,667.32 352,018,073.14 -82.94% 主要原因是吸收投资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59,636,971.81 551,597,805.58 73.97% 主要原因是增加短期贷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6,890,355.01 352,384.00 1,855.35% 主要原因是收回承兑汇票保证金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21,602,760.67 145,120.67 83,694.24%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股份回购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

加额 
-514,138,286.22 -79,768,852.85 -544.54% 

主要原因是经营活动经营性净现金流和筹资

活动净现金流较上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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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控股子公司海美格磁石技术（深

圳）有限公司与昆山安泰美科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股权整合及公司放弃控股子

公司部分增资优先认缴出资权事宜 

2016 年 04 月 27 日 

2016-020、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海美格磁石技术（深圳）有

限公司与昆山安泰美科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股权整合及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

部分增资优先认缴出资权的公告、巨潮

资讯网 

2017 年 08 月 30 日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巨潮资讯网 

关于投资设立新材料行业并购基金事

宜 

2016 年 04 月 27 日 

2016-022、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设立新材料行业并购基金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8 月 30 日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巨潮资讯网 

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 

2017 年 01 月 04 日 

2017-002、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巨潮资讯

网 

2017 年 08 月 30 日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巨潮资讯网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安泰创业投资（深

圳）有限公司增资事宜 
2017 年 03 月 31 日 

2017-011、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全资子公司安泰创业投资（深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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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关于全资子公司安泰创业投资（深圳）

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参股）成立合资公

司事宜 

2017 年 03 月 31 日 

2017-013，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安泰创业投资（深圳）有限

公司对外投资（参股）成立合资公司的

公告、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8 月 30 日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巨潮资讯网 

关于全资子公司安泰（常州）新材料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购置常州一期项目工

业用地事宜 

2017 年 03 月 31 日 

2017-014，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安泰（常州）新材料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购置常州一期项目工业用

地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8 月 30 日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巨潮资讯网 

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的进展事宜 

2017 年 04 月 18 日 

2017-016、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诉讼的进展公告、巨潮资讯

网 

2017 年 08 月 30 日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巨潮资讯网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事宜 

2017 年 05 月 13 日 

2017-026、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提示性

公告、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8 月 30 日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巨潮资讯网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产权交易合同暨

项目进展事宜 
2017 年 08 月 19 日 

2017-030、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签署产权交易合同暨项目

进展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关于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事宜 2017 年 09 月 05 日 

2017-036、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巨潮资讯

网 

关于下属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 2017 年 09 月 16 日 

2017-037、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下属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巨潮

资讯网 

关于美国 Metglas 有限公司和日立金

属有限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

起 337 调查的自愿性信息披露事宜 

2017 年 09 月 22 日 

2017-038、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美国 Metglas 有限公司和日立金属有

限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

337 调查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巨潮

资讯网 

项目建设事宜：安泰南瑞非晶带材生产

线技改项目处于试生产阶段；天津

5000T/A 钨钼精深加工高端产品项目

2017 年 08 月 30 日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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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天津 5000T/A 钨钼精深加工

高端产品项目（二期）、安泰环境乌海

煤焦油清洁利用示范工程项目仍处于

建设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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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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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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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会计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

价值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

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

动 

本期购买

金额 

本期出售

金额 

报告期损

益 

期末账面

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来源 

境内外股

票 
603179 新泉股份 

23,144,25

2.30 

公允价值

计量 
 

260,947.7

0 
 

23,144,25

2.30 
  

23,405,20

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

票 
300408 三环集团 

20,775,62

5.57 

公允价值

计量 
 

3,077,166.

23 
 

20,775,62

5.57 
  

23,852,79

1.8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

票 
300285 国瓷材料 

14,843,33

4.59 

公允价值

计量 
 

2,021,534.

41 
 

14,843,33

4.59 
  

16,864,86

9.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

票 
600114 东睦股份 

17,420,57

3.25 

公允价值

计量 
 

145,959.3

0 
    

7,100,000.

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

票 
603588 高能环境 

2,444,833.

76 

公允价值

计量 
 

-316,333.7

6 
 

2,444,833.

76 
  

2,128,500.

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

票 
002298 中电鑫龙 

104,998,5

98.00 

公允价值

计量 

98,107,62

1.00 
 

-29,126,81

0.00 
   

75,871,78

8.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

票 
600517 置信电气 

85,696,97

3.58 

公允价值

计量 

68,304,60

0.00 
 

-29,341,01

2.73 
 

9,337,067.

75 

-6,776,893

.09 

40,242,00

0.01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

票 
300433 蓝思科技 

50,000,00

0.00 

公允价值

计量 

50,000,00

0.00 
     

32,570,41

8.36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

票 
430041 中机非晶 

10,064,85

4.80 

公允价值

计量 

9,336,600.

00 
 

410,400.0

0 
   

9,747,000.

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基金 160518 博时睿远 10,010,00 公允价值 9,961,839.  -239,200.0    9,761,800. 可供出售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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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灵活

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

资基金 

0.00 计量 61 0 00 金融资产 

合计 
339,399,0

45.85 
-- 

235,710,6

60.61 

5,189,273.

88 

-58,296,62

2.73 

61,208,04

6.22 

9,337,067.

75 

-6,776,893

.09 

241,544,3

67.17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2015 年 03 月 21 日 

2016 年 10 月 12 日 

2017 年 03 月 21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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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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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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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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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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第三季度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2、重大环保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 

否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才让 

                                                       2017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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