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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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鲁楚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伍小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伍小云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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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6,450,146.58 14,512,304,076.30 1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67,030,307.12 8,565,318,154.45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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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956,571.53 16.75% 5,974,239,310.16 2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127,475.86 -32.33% 213,161,775.47 -2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3,816,596.66 -72.28% 155,100,143.16 -43.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548,075.53 -82.23% -46,748,759.78 -112.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25.00% 0.09 -3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25.00% 0.09 -3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8% -0.43% 2.45%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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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45,1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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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41,35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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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6,424.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0,704.25  

减：所得税影响额 6,309,718.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00,855.11  

合计 58,061,63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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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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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楚平 境内自然人 31.85% 754,953,032 566,214,774 质押 95,000,000 

西藏升安能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6% 150,636,573 150,636,573   

徐海明 境内自然人 6.23% 147,683,600 110,762,700   

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4% 86,180,000 71,910,000   

鲁三平 境内自然人 3.38% 80,000,000 0   

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4% 48,408,876 48,408,876   

彭惠 境内自然人 2.03% 48,090,000 36,067,500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 40,940,000 0   

西藏中科易能新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 32,272,584 0   

平安大华基金－浦发银行－平

安大华浦发广州汇垠澳丰 8 号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24,98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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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楚平 188,738,258 人民币普通股 188,738,258 

鲁三平 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0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40,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940,000 

徐海明 36,920,900 人民币普通股 36,920,900 

西藏中科易能新技术有限公司 32,272,584 人民币普通股 32,272,584 

平安大华基金－浦发银行－平安大华浦发广州汇垠澳丰 8 号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计划 
24,983,626 人民币普通股 24,98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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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弘基金－工商银行－天弘基金－鼎恒－定增 13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4,975,024 人民币普通股 24,975,024 

宁波韵升投资有限公司 24,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198,7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98,700 

中信建投基金－兴业银行－中融信托－日进斗金 28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4,701,379 人民币普通股 14,701,3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鲁楚平先生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鲁楚平与彭惠系

夫妻关系；鲁楚平与鲁三平系兄弟关系；西藏升安

能实业有限公司和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为一致

行动人；宁波韵升投资有限公司系宁波韵升股份有

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未能知晓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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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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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合并资产负债表较期初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621,645.01万元，较期初增长11.74%；负债总额674,570.85万元，较期初增长20.06%；股东权益

总额947,074.17万元，较期初增长6.49%。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构成发生重大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备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562.02 327.89 1,234.13 376.39% 1 

应收票据 149,932.88 112,307.70 37,625.18 33.50% 2 

应收利息 - 151.94 -151.94 -100.00% 3 

其他应收款 30,808.34 3,564.54 27,243.80 764.30% 4 

其他流动资产 20,449.26 50,081.55 -29,632.29 -59.17% 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0,758.00 42,475.51 38,282.49 90.13% 6 

投资性房地产 12,401.99 7,013.78 5,388.21 76.82% 7 

开发支出 14,501.99 8,803.97 5,698.02 64.72% 8 

长期待摊费用 3,805.45 2,274.35 1,531.10 67.32% 9 

短期借款 154,285.38 108,192.65 46,092.73 42.60% 10 

应付票据 154,151.07 111,579.54 42,571.53 38.15% 11 

应交税费 3,651.39 9,940.19 -6,288.80 -63.27% 12 

应付利息 219.19 981.08 -761.89 -77.66% 13 

其他流动负债 812.17 2,238.14 -1,425.97 -63.71% 14 

长期借款 63,400.00 24,400.00 39,000.00 159.84% 15 

长期应付款 202.63 102.81 99.82 97.09% 16 

其他综合收益  34,504.89 1,122.44 33,382.45 2974.10% 17 

少数股东权益 50,371.14 32,859.58 17,511.56 53.29% 18 

 

注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较期初增加金额为1,234.13万元，增长比例为376.39%，主要

系公司期末持有的以套期保值方式核算的远期结售汇合约公允价值浮动盈利增加所致。 

注2：应收票据：较期初增加金额为37,625.18万元，增长比例为33.50%，主要系公司本期销售规模进一步扩大相应期末

应收票据余额增加所致。 

注3：应收利息：较期初减少金额为151.94万元，降低比例为100.00%，主要原因系公司期初的应收利息在本期收回。 

注4：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金额为27,243.80万元，增长比例为764.30%，主要原因系公司应收广东大洋电机的往来

款增加。 

注5：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金额为29,632.29万元，降低比例为59.17%，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武汉大洋电机新动力和

上海电驱动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影响。 

注6：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期初增加金额为38,282.49万元，增长比例为90.13%，主要原因系公司持有的巴拉德股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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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末股价上升相应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增加所致。 

注7：投资性房地产：较期初增加金额为5,388.21万元，增长比例为76.82%，主要原因系子公司上海电驱动投资性房地

产期末余额增加所致。 

注8：开发支出：较期初增加金额为5,698.02万元，增长比例为64.7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的部

分研发项目进入开发阶段，其中部分开发支出符合资本化的条件，本期转入“开发支出”科目核算。 

注9：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增加金额为1,531.10万元，增长比例为67.3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厂房及生产线改

造等工程费用增加所致。 

注10：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金额为46,092.73万元，增长比例为42.60%，主要原因系公司随着产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从银行取得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金额增加所致。 

注11：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金额为42,571.53万元，增长比例为38.15%，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销售规模进一步扩大相

应采购规模加大及主要原材料价格上升以致采购金额增加，相应期末应付票据余额增加所致。 

注12：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金额为6,288.80万元，降低比例为63.27%，主要原因系期末应交增值税和应交企业所得税

余额减少所致。 

注13：应付利息：较期初减少金额为761.89万元，降低比例为77.66%，主要原因系公司期初应付利息在本期已部分支付

相应应付利息余额减少所致。 

注14：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金额为1,425.97万元，降低比例为63.71%，主要原因系公司期初重分类到其他流动负

债的一年内到期的递延收益报告期内转入“其他收益”或“营业外收入”科目所致。 

注15：长期借款：较期初增加金额为39,000.00万元，增长比例为159.84%，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产销及投资规模扩大相

应向银行取得的长期信用融资金额增加所致。 

注16：长期应付款：较期初增加金额为99.82万元，增长比例为97.09%，主要原因系子公司美国佩特来融资租赁的打印设

备等款项增加所致。 

注17：其他综合收益：较期初增加金额为33,382.45万元，增长比例为2974.10%，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大洋香港持有巴拉

德的股份因期末股价上升相应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影响所致。 

注18：少数股东权益：较期初增加金额为17,511.56万元，增长比例为53.29%，主要原因系本期新设子公司中山大洋电

机中盈制造有限公司少数股东先期注资导致期末少数股东权益余额增加。 

 

    2、报告期合并利润表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97,423.93万元，同比增长26.66%，实现营业利润24,868.11万元，利润总额28,008.55万元，

净利润22,201.2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1,316.1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29.35%、27.88%、30.68%、

28.78%，主要影响因素说明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扩大产销规模，加强成本控制，提升生产效率，促使家电及家居电器电机及旋转电器业务板

块的营业收入取得较大幅度的增长。 

（2）报告期内受国家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政策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目录重申等因素的影响，全国新能源汽车行业产

销量不及预期，且产销结构发生变化，新能源商用车尤其是客车产销量同比下降，对公司新能源车辆动力总成系统业务开展

造成较大影响，导致产能成本摊销加大，营业收入相应下降，利润有所下降。 

（3）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新能源车辆运营平台业务，营业收入稳步增长，但该业务处于市场推广阶段，推广费用、

车辆折旧等成本的增加对本期的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 

（4）受报告期内电机生产用的主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影响，本期营业成本的增长幅度高于营业收入的增长，以致本期

的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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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备注 

营业成本 485,449.40 362,524.73 122,924.67 33.91% 1 

税金及附加 4,049.87 2,365.67 1,684.20 71.19% 2 

财务费用 5,895.59 -1,116.75 7,012.34 627.92% 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36 293.93 -291.57 -99.20% 4 

投资收益 3,277.81 442.19 2,835.62 641.27% 5 

其他收益 2,254.18 - 2,254.18 100% 6 

 

注1：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为122,924.67万元，增长比例为33.9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产销规模进一

步扩大，以及电机生产用的主要原材料价格上升的影响相应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注2：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为1,684.20万元，增长比例为71.19%，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内销售规模进一

步扩大相应的税金及附加增加以及依据会计准则的规定本期将车船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税金从“管理费用”

科目调整到“税金及附加”核算。 

注3：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为7,012.34万元，增长比例为627.92%，主要原因系本期银行贷款利息增加以及人

民币汇率升值相应的汇兑损失增加。 

注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金额为291.57万元，降低比例为99.20%，主要原因系公司期末持有的以套期

保值方式核算的期铜及期铝合约浮动盈利金额减少所致。 

注5：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为2,835.62万元，增长比例为641.27%，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处置子公司广东大洋

电机和联营公司春阳互联的股权相应取得的投资收益金额增加所致。 

注6：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为2,254.18万元，增长比例为100%，主要原因系本期因会计政策变更将与日常经

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调整到“其他收益”项目列报所致。 

    3、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备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74.88 36,418.11 -41,092.99 -112.84%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486.10 -197,978.94 173,492.84 87.63%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110.45 177,319.34 -118,208.89 -66.66% 3 

 

注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金额为41,092.99万元，降低比例为112.84%，主要原因系本期以

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方式为主的国内销售规模增长较快相应收到的现金减少；另外报告期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以致购买

商品支付现金大幅增加。 

注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金额为173,492.84万元，增加幅度为87.63%，主要原因系上年同

期公司支付收购上海电驱动100%股权支付款项较多所致。 

注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金额为118,208.89万元，降低比例为66.66%，主要原因系上年同

期公司为收购上海电驱动股权而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取得的配套募集资金增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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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股权激励的实施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无权益价格、权益数量的调整，激励对象累计行权484,450份，增加公司股本484,450

股，公司总股本由2,369,545,774 股变更为2,370,030,224股。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2）截止报告期末，公司累计授出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4,961.185万份。本报告期内，公司董事、高管尚未行权，

亦无权益失效情况。 

    （3）报告期内，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摊销费用654.41万元，对公司业绩未造成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进展情况 

    （1）公司于2017年8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规模和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

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以及相关承诺的议案》。结合近期证券市场变化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现决定调整本次发行的发

行规模和募集资金用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取消大洋电机新能源（中山）投资有限公司新

能源汽车运营平台投资项目，本次拟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0,000.00 万元（含180,000.00 万元），具体发

行数额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2）公司于2017年9月1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中

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7】第1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对此高度重视，遵照问询函的要求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对问

询函提出的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自查，并于2017年9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对相关问题回复的公告。 

    3、鉴于深圳市众行智运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的战略合作实施效果不明显，对于新能源巴士的推广数量及城市拓展的协

同作用未达预期，公司管理层基于发展判断，本着产业基金投资项目必须服务于公司运营平台的发展理念，与基金管理人沟

通后决定退出，不再持有深圳春阳互联新能源产业基金（有限合伙）份额。公司以实际出资6,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对价转让

所持有的深圳春阳互联新能源产业基金（有限合伙）约90.91%财产份额，相关工商变更工作已于2017年9月18日完成。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修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2017 年 09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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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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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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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至 2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35,654.51 至 61,122.01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0,935.0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受国家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政策调整、新能源汽

车推广目录重申等因素的影响，对公司新能源车辆动力总成

系统业务开展造成较大影响，相应的营业收入及利润有所下

降；2、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新能源车辆运营平台业务，营

业收入稳步增长，但该业务仍处于市场推广阶段，推广费用、

车辆折旧等成本的增加对利润会产生一定的影响。3、受报告

期内电机生产用的主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幅度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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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营业成本的增长幅度高于营业收入的增长，以致本期的

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降低。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

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188,460.00 23,647.00    -14,784.00 173,676.00 自有资金 

期货   11,843,000.25    11,843,000.25 自有资金 

合计 188,460.00 23,647.00 11,843,000.25 0.00 0.00 -14,784.00 12,016,67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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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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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大洋电机专网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249/index.html） 

2017 年 08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大洋电机专网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249/index.html） 

2017 年 09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大洋电机专网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249/index.html） 

2017 年 09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大洋电机专网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249/index.html） 

2017 年 09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大洋电机专网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24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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