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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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许统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莫翊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林琪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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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1,408,942.45 4,718,864,325.08 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081,041,474.30 2,994,949,016.22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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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213,357.23 14.04% 3,083,967,783.62 1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6,587,893.54 -34.58% 132,541,220.37 1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5,940,109.85 -35.25% 127,609,769.70 14.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61,234,872.37 -39.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1 -34.64% 0.2468 18.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81 -34.64% 0.2468 18.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 -0.72% 4.19%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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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9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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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5,883.9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35,016.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24,469.5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3,015.06  

合计 4,931,450.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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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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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超声电子（集团）

公司 
国有法人 30.31% 162,741,800 0 质押 85,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22% 17,298,500 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金鹰增长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85% 15,286,115 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泰价值经

典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2.66% 14,286,102 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

组合 
其他 1.88% 10,102,720 0  0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

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8% 8,999,771 0  0 

鹏华资产－招商证券

－鹏华资产大浪潮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40% 7,500,096 0  0 

周强光 
境内自然

人 
1.00% 5,361,759 0  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7% 5,230,274 0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5% 5,078,479 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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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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 162,741,8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741,8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29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98,5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

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5,286,115 人民币普通股 15,286,11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价值经典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14,286,102 人民币普通股 14,286,10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10,102,720 人民币普通股 10,102,720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

投资基金 
8,999,771 人民币普通股 8,999,771 

鹏华资产－招商证券－鹏华资产

大浪潮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7,500,096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96 

周强光 5,361,759 人民币普通股 5,361,75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230,274 人民币普通股 5,230,27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78,479 人民币普通股 5,078,4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①前十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与其它股东未存在关联关系。

②前十名股东中，“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价值经典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隶属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股东相互间未知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③汕

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合并持有本公司股份 16,274.18 万股，报告期内未发生增减变

化。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如下:周强光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1,500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360,25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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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2017-9-30 2016-12-31 本报告期比

上年度期末

增减(%) 

大幅变动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639,500.00  8,000.00  20393.75  主要是本期短期金融资产业务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6,861,170.69  10,388,370.92  62.31  主要是本期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430,982.51  3,590,670.36  218.35  主要是本期增加地块竟买保证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0,498,917.79  54,824,033.93  65.07  主要是本期待认证、待抵扣的增值税进项

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48,202,023.27  56,466,716.96  162.46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设施更新及待安装设

备增加所致 

固定资产清理 1,412,860.33  0.00    主要是本期待处理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16,250,762.66  73,639,287.14  57.87  主要是本期逐月计提职工年终奖累积增加

所致 

应交税费 26,669,132.01  4,668,509.36  471.26  主要是本期应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增

加所致 

应付利息 53,166.67  466,082.99  -88.59  主要是期初计提的利息于本期支付所致 

其他应付款 16,756,044.11  12,843,218.17  30.47  主要是本期设备质保金及未结算水电费增

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0,000,000.00  71,880,317.76  94.77  主要是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重分类转

入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512,683.02  5,408,114.24  -35.05  主要是一年内应结转政府补助于本期结转

所致 

长期借款 0.00  70,000,000.00  -100.00  主要是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重分类转

出所致 

长期应付款 1,470,210.73  982,019.06  49.71  主要是本期下属控股子公司融资租入固定

资产应付款增加所致 

报表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大幅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56,743,782.81  -13,965,436.75  506.32  主要是本期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而产生

的汇兑损失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1,639,500.00      主要是本期短期金融资产业务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2,909,260.22  4,206,649.51  -30.84  主要是本期参股的华丰公司经营亏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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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列） 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027,374.31  3,177,378.79  215.59  主要是本期结转的政府补助项目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3,688,691.07  1,826,182.43  101.99  主要是本期处理固定资产而产生的清理损

失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3,995,122.54  19,313,794.68  76.01  主要是受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1,812,783,025.08  1,344,003,870.86  34.88  主要是本期销售订单增加相应材料采购增

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73,920,662.04  55,203,749.21  33.91  主要是本期销售增加相应各项税费增加所

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61,234,872.37  431,347,672.84  -39.44  主要是本期材料采购等支出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7,640.00  30,870.00  54.32  主要是本期中签新股及出售变化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272,005,596.93  59,666,936.06  355.87  主要是本期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2,045,236.93  59,697,806.06  355.70  主要是本期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67,032,742.72  -54,869,810.34  386.67  主要是本期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5,808,625.00  60,000,000.00  -56.99  系上年同期原下属控股子公司深圳华丰的

另一股东越华创新增资额,本期该公司已

不纳入合并范围，本期控股子公司增资的

金额较上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91,306,980.00  427,283,161.47  -31.82  主要是本期借入银行贷款金额较上期减少

所致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268,000,000.00  504,860,000.00  -46.92  主要是本期偿还到期银行贷款金额较上期

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所支付的现金 

102,922,268.25  58,300,912.06  76.54  主要是本期分配股利较上期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346,543.86  91,973,474.91  -99.62  主要为本期支付开立银行票据等活动的保

证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71,268,812.11  655,134,386.97  -43.33  主要是本期偿还到期银行贷款金额较上期

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9,961,832.11  -227,851,225.50  -64.91  主要是本期净偿还银行贷款、支付开立银

行票据的保证金较上期减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19,671,772.05  9,394,952.13  -309.39  主要是本期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而产生

的汇兑损失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105,431,474.51  158,021,589.13  -166.72  主要是本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减少、投

资活动现金净流出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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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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2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公司投资环保型高性能覆铜板优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项目计划投资35144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31144万元，铺底流动资金4000万元）。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年产高

性能覆铜板产品500万平方米（折合390万张）、半固化片1500万平方米（折合1200万米）生

产能力，提升无铅、无卤、高品质FR-4、高频高速等环保型高性能覆铜板产品规模，增强公

司覆铜板业务市场竞争力。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投资环保型高性能覆铜板优化升级技术

改造项目 
2017 年 08 月 26 日 

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网披露的《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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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公司名称 公司类别 最初投资

成本（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交通银行 商业银行 21,795,73

9.00 

15,737,63

2 

0.03% 15,737,63

2 

0.03% 99,461,83

4.24 

4272767.

09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原始认购

及配股 

象屿股份 其他 499,173.0

8 

134,548 0.01% 134,548 0.01% 1,373,735

.08 

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债权折股 

合计 22,294,91

2.08 

15,872,18

0 

-- 15,872,18

0 

 100,835,5

69.32 

4272767.

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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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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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

容 

2017年预

计总金额

（万元） 

2017年三

季度累计

金额（万

元） 

定价依据 占同类交

易的比

例% 

结算 

方式 

对公司利润 

的影响 

接受控股股东

提供的劳务 

汕头超声电

子 (集团)公

司 

接受综

合服务 

24 24 双方协定 100.00% 支票或

汇票 

对公司利润总额

没有重大影响 

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 

汕头超声电

路板有限公

司 

销售覆

铜板 

50 0.89 市场价格 0.001% 支票或

汇票 

对公司利润总额

没有重大影响 

向关联方购买

产品 

深圳市华丰

电器器件制

造有限公司 

购买印

制板 

50 1.96 市场价格 100.00% 支票或

汇票 

对公司利润总额

没有重大影响 

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 

深圳市华丰

电器器件制

造有限公司 

销售覆

铜板 

150 24.45 市场价格 0.041% 支票或

汇票 

对公司利润总额

没有重大影响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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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日-2017 年

09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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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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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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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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