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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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郑有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吉杏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吉杏丹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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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7,066,925.54 1,678,729,297.98 3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39,351,011.76 1,388,238,622.88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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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664,793.67 31.95% 2,417,630,660.05 4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6,410,281.70 2.37% 189,742,651.25 3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6,170,131.80 2.16% 187,528,992.91 37.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2,271,284.71 -37.26% -413,391,493.27 176.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63 -12.58% 0.4465 18.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63 -12.58% 0.4465 18.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1% -0.58% 12.96%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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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7.12 

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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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000.00 

政府补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4,641.58  

减：所得税影响额 737,886.12  

合计 2,213,658.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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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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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有水 境内自然人 56.83% 246,000,000 246,000,000 质押 124,927,100 

郑会杰 境内自然人 8.32% 36,000,000 36,000,000 质押 12,000,000 

郑美银 境内自然人 6.93% 30,000,000 30,000,000 质押 30,000,000 

郑凤兰 境内自然人 6.93% 30,000,000 30,000,000 质押 10,000,000 

黄丕勇 境内自然人 0.35% 1,500,000 0 冻结 1,500,000 

郑泽鹏 境内自然人 0.19% 821,300 0   

蔡晓珊 境内自然人 0.16% 70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

华鑫多因子精

选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4% 610,100 0   

夏斓 境内自然人 0.09% 400,000 400,000   

郑康俊 境内自然人 0.09% 400,000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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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丕勇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郑泽鹏 821,300 人民币普通股 821,300 

蔡晓珊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
610,100 人民币普通股 6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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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贝国浩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郑儒湖 299,310 人民币普通股 299,310 

谢国强 286,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600 

张丽丽 272,907 人民币普通股 272,907 

何永改 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 

张汉刚 245,4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股东郑有水、郑会杰、郑凤兰和郑美银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形。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谢国强和张汉刚所持公司股份全部为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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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期末数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98,443,680.38  134,191,710.94  64,251,969.44  47.88% 主要系期末回款增加 

应收票据 154,423,112.93  70,475,751.36  83,947,361.57  119.12% 
主要系公司本期票据结算量

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849,295,352.58  578,981,113.50  270,314,239.08  46.69% 
报告期因销售收入大幅增

加，应收货款增加 

预付款项 48,241,594.23  14,475,401.67  33,766,192.56  233.27% 
主要系募投项目建设订购设

备的预付款增加； 

存货 653,244,546.42  366,813,170.10  286,431,376.32  78.09% 
报告期因销售收入大幅增

加，公司增加备货 

其他流动资产 112,824,909.12  229,571,760.12  -116,746,851.00  -50.85% 
主要系本公司理财产品到期

赎回所致 

在建工程 15,937,753.94  3,726,645.30  12,211,108.64  327.67% 
主要系本期募投项目建设投

入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415,141.20  19,973,297.26  6,441,843.94  32.25% 

主要系本期与子公司内部未

实现交易增长较多，相应递

延所得税资产增长较大 

短期借款 542,569,074.67  140,000,000.00  402,569,074.67  287.55% 

由于销售增长带来的对于营

运资金的需求增加，公司通

过银行短期借款补充 

应付账款 52,574,870.37  34,279,534.90  18,295,335.47  53.37% 
主要系公司销售量大幅增

加，增加原材料备货所致 

预收款项 72,732,213.87  46,262,342.57  26,469,871.30  57.22% 
由于销售的扩张，公司对新

增客户收取预收款所致； 

其他应付款 49,951,466.07 341,263.12 49,610,202.95 14537.23% 
主要系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

股票发行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417,630,660.05  1,642,672,304.76  774,958,355.29  47.18%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长 

营业成本 2,028,576,823.16  1,360,199,429.10  668,377,394.06  49.14% 
报告期销售增加,相应的成

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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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68,786,954.79  40,577,289.58  28,209,665.21  69.52% 
报告期销售增加，相关的服

务费也相应增加； 

财务费用 12,564,272.66  9,052,835.41  3,511,437.25  38.79%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短期借款

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4,386,913.94  2,384,930.14  -6,771,844.08  -283.94% 

主要系公司期末套期保值期

货持仓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营业外收入 2,991,284.97  809,796.33  2,181,488.64  269.39% 
本期同期政府补助金额增加

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13,391,493.27 -149,607,606.75 -263,783,886.52  -176.32% 

报告期公司销售增加带来采

购支出大幅增加，而销售账

期使收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0,258,712.75 -204,151,132.00 294,409,844.75  144.21% 

主要系前期理财资金于本期

到期收回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70,274,248.05 236,732,857.17 133,541,390.88  56.41% 

报告期销售大幅增加，营运

资金需求随之增加带来的公

司融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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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8年1月6日收到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物流服务中心于2018年1月4日作出的《中标通知书》，确认本公司中

标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中低压电缆、低压电线等框架招标部分项目，按中标比例预估的公司中标金额为15,270万元。

具体情况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编号2018-003）。截至目前，已签订合同金额16,506.53

万元，后续是否继续签署合同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于2018年1月9日收到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8日、9日作出的《中标通知书》，确认本公司中标深圳供

电局有限公司2018年10kV交联电缆（阻燃型）、低压电缆（阻燃型）、低压电线等框架招标部分项目，按中标比例预估的公

司中标金额为18160万元，具体情况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项目中标的进展公告》（编号2018-004）。截

至目前，已签订合同金额 43,356.15万元，后续是否继续签署合同存在不确定性。 

 3. 2018 年7月 1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2018 年 7月30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2018 年9月6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行调整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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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6日为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向48名激励对象合计授予限制性股票790万股，授予价格为6.27元/股。2018年9月19日，

上述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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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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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13.87% 至 49.98%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21,661.62 至 28,529.94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9,022.3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一方面，公司在加强销售队伍和营销网点建设的同时加强经销商管理，

大大增加了销售额；另一方面，公司中标的电网相关项目陆续发货，电

网的销售额增长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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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7,500 3,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20,000 5,000 0 

合计 27,500 8,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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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9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个人 

金龙羽:2018 年 9 月 3 日调研活动附

件之接待投资者调研的记录

http://www.cini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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