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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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绍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建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耿成东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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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68,361,011.66 11,789,778,176.08 1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266,017,353.14 2,204,914,017.55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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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2,073,220.13 28.04% 27,104,464,098.64 1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5,544,045.43 -72.34% 31,343,598.68 -4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8,973,350.23 46.67% 39,605,413.32 51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197,051,012.76 234.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6 -72.29% 0.0327 -48.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6 -72.29% 0.0327 -48.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 -3.35% 1.40%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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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6,5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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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6,563.0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86,789.5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158,955.31  

减：所得税影响额 739,395.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0,273.62  

合计 -8,261,814.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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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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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55% 177,947,572 0   

中国华建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43% 90,465,984 0 质押 33,960,000 

北京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9.00% 86,300,019 0   

深圳市鼎鹏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4% 64,671,663 0 质押 60,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77% 26,565,500 0   

傅建平 境外自然人 2.09% 20,08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6% 18,784,927 0   

马海军 境内自然人 1.25% 12,000,000 0   

陈夏雨 境内自然人 0.81% 7,784,809 0   

阳光资产－工商

银行－主动配置

三号资产管理产

品 

其他 0.58% 5,603,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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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77,947,572 人民币普通股 177,947,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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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0,465,984 人民币普通股 90,465,984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86,300,019 人民币普通股 86,300,019 

深圳市鼎鹏投资有限公司 64,671,663 人民币普通股 64,671,66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6,565,5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65,500 

傅建平 20,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8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784,927 人民币普通股 18,784,927 

马海军 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 

陈夏雨 7,784,809 人民币普通股 7,784,809 

阳光资产－工商银行－主动配置

三号资产管理产品 
5,603,287 人民币普通股 5,603,2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发现上述股东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

息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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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4,965,9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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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30%以上）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742,559,619.34 446,903,064.77 295,656,554.57 66.16% （1） 

预付款项 1,819,642,787.55 1,213,464,891.13 606,177,896.42 49.95% （2） 

应收利息 639,837.45 298,359.57 341,477.88 114.45% （3） 

长期股权投资 433,225,398.87 312,239,670.17 120,985,728.70 38.75% （4） 

在建工程 772,508.41 3,608,427.93 -2,835,919.52 -78.59% （5） 

无形资产 1,452,848,549.92 181,847,419.75 1,271,001,130.17 698.94% （6）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9,643,479.18 599,147,494.92 -489,504,015.74 -81.70% （7） 

应付票据 5,108,575,327.73 2,608,620,229.60 2,499,955,098.13 95.83% （8） 

应付账款 246,003,424.89 855,609,161.38 -609,605,736.49 -71.25% （9） 

预收款项 648,968,773.97 287,500,267.40 361,468,506.57 125.73% （10） 

应付职工薪酬 15,016,718.74 68,010,711.59 -52,993,992.85 -77.92% （11） 

应交税费 22,738,797.37 57,032,232.20 -34,293,434.83 -60.13% （12） 

应付利息 202,383.44 726,112.99 -523,729.55 -72.13% （13） 

其他应付款 1,435,769,957.12 405,054,253.58 1,030,715,703.54 254.46% （1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65,506,201.40 153,551,818.00 311,954,383.40 203.16% （15） 

长期借款 523,014,560.57 800,755,457.00 -277,740,896.43 -34.68% （16） 

递延收益 683,333.20 9,625,310.63 -8,941,977.43 -92.90% （17） 

其他非流动负债 152,677,281.32 354,226,415.00 -201,549,133.68 -56.90% （18）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30%以上）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41,161,748.86 25,803,582.71 15,358,166.15 59.52% （19） 

财务费用 278,480,514.44 205,015,658.70 73,464,855.74 35.83% （20） 

资产减值损失 100,215,375.54 72,065,203.66 28,150,171.88 39.06% （21）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485,728.70 161,242,202.09 -158,756,473.39 -98.46% （22） 

营业外收入 17,146,054.91 6,931,225.37 10,214,829.54 147.37% （23） 

营业外支出 8,412,684.74 23,146,775.61 -14,734,090.87 -63.66% （24） 

所得税费用 12,216,681.45 22,656,547.37 -10,439,865.92 -46.08% （25）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30%以上）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3,171,816.54 4,703,490.38 -1,531,673.84 -32.56% （2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69,741,186.06 840,458,992.23 329,282,193.83 39.18% （28）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0,721,455.21 179,713,353.71 71,008,101.50 39.51% （2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69,490,831.25 739,514,567.55 229,976,263.70 31.1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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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79,760.00 384,817,401.82 -383,737,641.82 -99.72% （31）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94,366.60 -294,366.60 -100.00% （32）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36,280,561.00 -36,280,561.00 -100.00% （33）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627,974.18 20,001,075.67 -11,373,101.49 -56.86% （3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579,283,362.54 37,247,671.24 542,035,691.30 1455.22% （35） 

投资支付的现金 
 

31,368,270.00 -31,368,270.00 -100.00% （36）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153,300,000.00 809,615,652.67 -656,315,652.67 -81.07% （37）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000,000.40 -6,000,000.40 -100.00% （38）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7,759,812.00 64,356,660.00 -56,596,848.00 -87.94% （39）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793,330,000.00 6,526,860,000.00 -2,733,530,000.00 -41.88% （40） 

（1）主要系本期销售较好，客户提货量较大所致 

（2）主要系本期苹果8上市需提前付款增加所致 

（3）主要系天音科技委托贷款所致 

（4）主要系本期投资新设天联彩公司所致 

（5）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转无形资产所致 

（6）主要系本期购入深圳湾超级总部土地使用权12.78亿所致 

（7）主要系本期将上期预付深圳湾超级总部土地使用权3.8亿转入无形资产 

（8）主要系本期销量较好，向供应商付款较大所致 

（9）主要系本期采购新品较多，需提前付款，有额度商品采购较少所致 

（10）主要系本期预收款项增加所致 

（11）主要系上期预提的2016年奖金本期支付所致 

（12）主要系本期缴纳税费所致 

（13）主要系相对金额较小正常变动所致 

（14）主要系本期购入的土地使用权有9.44亿尚未支付所致 

（15）主要系本期需要支付的股权收购款较上期增加所致 

（16）主要系本期部分长期借款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17）主要系赣南果业信息化项目政府补贴600万元转营业外收入所致 

（18）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股权收购款转出所致 

（19）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原管理费用下的税金2017年列入此科目下所致 

（20）主要系本期新品采购需较多的现金，票据贴现利息增加所致 

（21）主要系本期计提较多减值准备所致 

（22）主要系上期处置子公司收益所致 

（23）主要系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在购买日前的收益转入此科目所致 

（24）主要系上年同期子公司发生中止合同损失及清理往来所致 

（25）主要系本年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26）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税收返还减少所致 

（28）主要系本期收到的货款增多所致 

（29）主要系本期销售良好支付较多增值税、税金附加所致 

（30）主要系经营所需费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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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主要系上期收回星宇置业公司股权所致 

（32）主要系本期未收到分红收益所致 

（33）主要系上期处置子公司乐竞文化等公司股权所致 

（34）主要系本期收到投资活动的现金减少所致 

（35）主要系本期支付5.75亿总部大厦用地款 

（36）主要系去年有新增项目投资所致 

（37）主要系上年同期付给香港益亮下属子公司掌信彩通50%以上收购款 

（38）主要系上年同期发生收购掌信彩通支付手续费所致 

（39）主要系预留限制性股权授予所致 

（40）主要系较上年同期改变融资方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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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1月29日，天音控股启动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收购事项”）。 

2017年6月30日，天音控股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71338号）。 

2017年7月26日，天音控股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1338号）。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

问题答复，并分别于2017年8月4日、2017年9月14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2017年8月23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召开的2017年第48次工作会议审核，天音控股本次收购事项获

得有条件通过。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

知书》 
2017 年 07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017 年 07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 
2017 年 08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 

天音控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

购重组委员会审核通过 

2017 年 08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 
2017 年 09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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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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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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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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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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