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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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林臻、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林臻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高文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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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0,980,871.88 2,304,519,167.54 2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40,177,305.19 339,838,415.21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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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084,332.49 19.77% 1,533,480,739.88 2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585,613.61 1,240.75% 338,889.98 10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614,103.91 636.87% -2,669,669.67 89.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96,537,700.65 -90.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4 1,166.67% 0.002 101.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4 1,166.67% 0.002 101.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8% 4.45% 0.10%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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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1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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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0,225.3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69,644.50  

减：所得税影响额 55,419.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97,778.07  

合计 3,008,55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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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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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非流通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普天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49% 115,000,000 115,000,00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

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4.46% 9,596,527 0   

申万宏源证券

(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46% 9,587,925 0   

张怀安 境内自然人 1.31% 2,807,000 0   

郑恩月 境内自然人 1.12% 2,405,739 0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0.93% 2,007,110 0   

国信证券（香港）

经纪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7% 1,861,882 0   

顾金花 境内自然人 0.83% 1,783,771 0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境外法人 0.80% 1,716,945 0   

LI SHERYN 

ZHAN MING 
境外自然人 0.53% 1,145,000 0   

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已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9,596,527 境内上市外资股 9,59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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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9,587,925 境内上市外资股 9,587,925 

张怀安 2,807,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807,000 

郑恩月 2,405,739 境内上市外资股 2,405,739 

孙慧明 2,007,11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007,110 

国信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 1,861,882 境内上市外资股 1,861,882 

顾金花 1,783,771 境内上市外资股 1,783,771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1,716,945 境内上市外资股 1,716,945 

LI SHERYN ZHAN MING 1,145,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145,000 

金云花 950,162 境内上市外资股 950,1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是

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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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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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30日（元） 2016年12月31日（元） 变动金额（元） 变动幅度（%） 大幅变动的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194,707,874.63 519,683,411.72 -324,975,537.09 -62.53% 报告期内到期应付的货款同

比增加；报告期内银行贷款

减少。 

应收票据 39,976,260.73 59,748,722.91 -19,772,462.18 -33.09% 报告期内用承兑汇票支付货

款。 

预付款项 395,091,619.82 44,578,182.05 350,513,437.77 786.29% 主要原因是预付的产品采购

款增加。 

存货 771,308,222.46 527,931,889.47 243,376,332.99 46.10% 报告期内根据合同生产产

品，期末尚未交付。 

其他流动资产 39,820,185.29 6,842,370.71 32,977,814.58 481.96% 待抵扣进项税增加。 

应付票据 13,681,990.00 83,071,160.95 -69,389,170.95 -83.53% 报告期内公司开具承兑汇票

支付货款减少。 

应付账款 1,212,747,044.00 897,012,031.63 315,735,012.37 35.20% 报告期应付产品采购款增

加。 

预收款项 612,904,406.14 310,313,462.24 302,590,943.90 97.51% 报告期预收客户的货款增

加。 

应交税费 13,501,691.01 24,491,066.21 -10,989,375.20 -44.87% 报告期内缴纳了应交的税

费。 

递延收益 8,136,257.32 1,599,211.58 6,537,045.74 408.77% 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助，计

入递延收益。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变动金额（元） 变动幅度（%） 大幅变动的主要原因 

投资收益 -849,185.37 897,964.98 -1,747,150.35 -194.57% 参股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 

营业外收入 4,431,708.67 7,384,026.58 -2,952,317.91 -39.98% 报告期内根据会计政策变更

将增值税返还部分计入其他

收益。 

营业利润 15,683,565.91 -15,241,407.63 30,924,973.54 202.90% 报告期内公司优化调整产业

结构，拓展新项目，加大亏

损经营实体治理、成本控制

等工作力度，营业收入和利

润同比增加。 

利润总额 19,275,490.66 -8,548,888.17 27,824,378.83 325.47% 

净利润 13,073,944.74 -13,416,723.52 26,490,668.26 197.45%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338,889.98 -22,300,037.16 22,638,927.14 101.5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6,537,700.65 -102,986,761.84 -93,550,938.81  -90.84% 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的采购款

金额较大。 

投资活动产生的 -8,474,958.17 -4,026,846.85 -4,448,111.32  -110.46% 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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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净额 的现金同比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3,109,354.78 -22,403,170.87 -90,706,183.91  -404.88% 报告期内银行贷款较上年减

少。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318,145,249.49 -129,689,872.70 -188,455,376.79  -145.31%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投资活

动、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

流入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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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4年、2015年、2016年连续三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交所规定，公司股票从2017

年5月11日起被暂停上市。公司正在深入开展各项改善经营的工作，力争实现恢复上市，采取的具体措施及相关工作进展详

见公司每月发布的《关于为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股票暂停上市的公告 2017 年 05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为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

作进展的公告 

2017 年 06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7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8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9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 年 10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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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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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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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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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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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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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根据南京市经信委统一安排，公司十三五期间将结对帮扶六合区茉莉花村。公司近期再次进行了实地走访，根据了解到

的情况，结合公司实际，目前正在制定十三五期间精准扶贫工作方案。 

2、上市公司三季度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指标 计量单位 数量/开展情况 

一、总体情况 —— —— 

二、分项投入 —— —— 

 1.产业发展脱贫 —— —— 

 2.转移就业脱贫 —— —— 

 3.易地搬迁脱贫 —— —— 

 4.教育脱贫 —— —— 

 5.健康扶贫 —— —— 

 6.生态保护扶贫 —— —— 

 7.兜底保障 —— —— 

 8.社会扶贫 —— —— 

 9.其他项目 —— —— 

三、所获奖项（内容、级别） —— ——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目前公司扶贫工作方案尚在制定中，后期公司将根据精准扶贫工作方案要求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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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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