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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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康宝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闫凌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楠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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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7,172,064.91 139,894,853.94 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555,457.87 -37,506,424.04 -3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4,985,649.72 -40,946,821.70 -34.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817,964.31 -95,488,609.55 30.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7% -2.65%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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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5,303,069.35 2,518,933,352.45 -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21,806,954.17 1,469,096,917.78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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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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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8,410.6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3,095.41  

减：所得税影响额 619,566.76  

合计 3,430,19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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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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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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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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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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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远大铝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53% 384,424,560 0 质押 95,360,000 

远大铝业工程

（新加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6.61% 157,551,264 0   

许磊 境内自然人 2.88% 27,276,000 0   

沈阳卓辉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2% 22,959,724 0   

沈阳福康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 14,643,704 0   

彭越煌 境内自然人 0.55% 5,170,500 0   

许喆 境内自然人 0.48% 4,563,000 0   

刘艳香 境内自然人 0.30% 2,850,738 0   

侯连君 境内自然人 0.24% 2,304,900 0   

马炫宗 境内自然人 0.22% 2,1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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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384,424,560 人民币普通股 384,424,560 

远大铝业工程（新加坡）有限公司 157,551,264 人民币普通股 157,551,264 

许磊 27,2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276,000 

沈阳卓辉投资有限公司 22,959,724 人民币普通股 22,959,724 

沈阳福康投资有限公司 14,643,704 人民币普通股 14,643,704 

彭越煌 5,170,500 人民币普通股 5,170,500 

许喆 4,56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63,000 

刘艳香 2,850,738 人民币普通股 2,850,738 

侯连君 2,304,9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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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炫宗 2,100,308 人民币普通股 2,100,3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远大铝业工程（新加坡）有限公司 100%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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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66,424,560 股外，还通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8,000,000 股，合计持有 

384,424,560 股；公司股东马炫宗先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0 股外，还通过德

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00,308 股，合计持有 2,1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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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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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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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减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147,172,064.91 139,894,853.94 5.20%   

营业成本 123,667,830.84 98,167,171.12 25.98%   

销售费用 40,957,771.59 44,844,104.76 -8.67%   

管理费用 31,189,118.41 34,373,551.60 -9.26%   

财务费用 4,186,128.49 -2,111,095.06 298.29% 本期汇率变动引起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109,471.97 1,180,602.98 -193.98% 主要是本期长期应收款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3,095.41 4,121,273.52 -97.26% 主要是本期政府补贴核算口径变化所

致 

营业外支出 31,747.41 56,562.34 -43.87% 主要是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减少所致 

利润总额 -52,281,846.38 -37,730,367.41 -38.57% 主要是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减 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817,964.31 -95,488,609.55 30.03% 主要是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及实缴税费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4,690.27 -1,536,618.00 15.0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77,986.50 16,498,338.02 -133.81%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承兑保证金减少所

致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 主要原因 

预付款项 31,449,012.71 12,966,378.24 142.54% 主要是本期预付的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864,959.53 1,754,333.92 63.31% 主要是税金重分类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222,845,206.56 132,239,918.03 68.52% 主要是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5,061,562.15 12,507,154.51 -59.53% 主要是本期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480,449.32 -100.00% 主要是期初预提的电费及采暖费在本

期入账 

专项储备 2,411,998.46 1,454,044.86 65.88% 主要是本期计提专项储备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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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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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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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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50.00% 至 -30.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754.85 至 2,456.79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509.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内，面对国内钢材价格持续走高，电梯生产主要原材料导轨、冷

轨钢板、钢丝绳等价格持续上涨的不利局面影响，公司电梯产品毛利率与

去年同期相比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是导致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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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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