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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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高玉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玉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许永红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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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58,380,118.47 18,492,953,855.79 1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068,483,944.42 8,760,793,085.21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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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1,089,854.27 -8.22% 12,816,295,138.53 7.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6,591,520.96 -123.20% 307,049,707.41 -2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6,007,605.72 183.68% 389,588,971.87 113.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6,296,802.29 184.07% -290,344,881.15 35.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8 -122.97% 0.0896 -22.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8 -122.97% 0.0896 -22.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9% -1.03% 3.4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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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2,1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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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0,876.6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6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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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30,233.55 

1）基金赎回 2.03 亿，确认收益

1,338 万；2）未赎回基金 3.24

亿，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17

亿。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49,175.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951,3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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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739,885.14  

合计 -82,539,264.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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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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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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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玉根 境内自然人 27.37% 941,845,445 710,560,909 质押 882,680,900 

百年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3% 204,214,013 72,727,273   

陈铸 境内自然人 5.16% 177,709,274 80,510,009 
质押 143,899,382 

冻结 31,439,889 

陈延良 境内自然人 4.29% 147,745,940 0   

宁夏文佳顺景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6% 136,363,636 136,363,636 质押 136,363,636 

徐家进 境内自然人 3.33% 114,435,000 0   

广西万赛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4% 90,909,091 90,909,091 质押 90,909,091 

苏州富乐成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2% 83,333,333 83,333,333 质押 83,333,333 

王书庆 境内自然人 2.40% 82,743,310 22,372,867 质押 80,012,700 

百年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3% 55,996,27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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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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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玉根 231,284,536 人民币普通股 231,284,536 

陈延良 147,745,940 人民币普通股 147,745,94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131,486,740 人民币普通股 131,486,740 

徐家进 114,4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435,000 

陈铸 97,199,265 人民币普通股 97,199,265 

王书庆 60,370,443 人民币普通股 60,370,443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保险产品 
55,996,275 人民币普通股 55,996,275 

皋雪松 36,000,027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27 

陈晓明 32,3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395,000 

朱维军 27,266,571 人民币普通股 27,266,57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高玉根持有苏州富乐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0%股份，为一致行动人；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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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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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大幅度变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率  

货币资金  1,427,526,233.64 3,387,494,858.11 -1,959,968,624.47 -57.86% 

交易性金融资产  221,654,333.16 541,836,050.12 -320,181,716.96 -59.09% 

应收账款  4,111,676,980.45 3,144,062,976.16 967,614,004.29 30.78% 

预付款项 1,767,110,713.84 901,702,014.68 865,408,699.16 95.98% 

应收利息  937,077.78 2,886,583.34 -1,949,505.56 -67.54% 

其他应收款  115,968,936.51 64,592,297.87 51,376,638.64 79.54% 

存货  2,796,496,385.52 1,871,684,153.53 924,812,231.99 49.41% 

在建工程  1,976,902,643.86 1,150,585,778.22 826,316,865.64 71.82% 

无形资产  497,414,405.34 282,448,882.74 214,965,522.60 76.11% 

商誉  1,991,587,826.16 1,390,422,639.55 601,165,186.61 43.24% 

应付票据  1,237,061,233.21 533,605,101.13 703,456,132.08 131.83% 

应付账款  2,645,809,464.18 1,850,521,558.09 795,287,906.09 42.98% 

预收款项  264,516,641.18 180,138,812.44 84,377,828.74 46.84% 

应付职工薪酬  134,742,122.36 102,372,314.10 32,369,808.26 31.62% 

应交税费  95,202,682.95 159,517,075.63 -64,314,392.68 -40.32% 

应付利息 4,688,808.10 13,010,507.04 -8,321,698.94 -63.96% 

其他应付款 362,560,503.67 42,260,782.48 320,299,721.19 757.91% 

 

1.货币资金同比减少195,997万，减少率57.86%，主要支付了硕诺尔及JOT的股权收购款，以及业务增长，前期资金的投入 

2.交易性金融资产同比减少32,018万，减少率59.09%，主要基金赎回导致     

3.应收账款同比增加96,761万，增长率30.78%，主要营业收入增长，以及合并增加了硕诺尔及JOT应收账款    

4.预付款同比增长86,541万，增长率为95.98%，主要移动终端服务板块预付货款增加  

5.应收利息同比减少195万，减少率为67.54%，主要为存款减少导致     

6.其他应收款同比增长5,137万，增长率为79.54%，主要合并增加JOT。 

7.存货同比增加92,481万，增长率49.41%，主要智能制造产品及服务业务增长导致存货增加 

8.在建工程同比增加82,632万，增长率71.82%，主要3D盖板玻璃研发生产项目的投入  

9.无形资产同比增加21,497万，增长率76.11%，主要合并增加JOT导致 

10.商誉同比增加60,117万，增长率43.24%，主要增加了并购硕诺尔及JOT产生的商誉   

11.应付票据同比增长70,346万，增长率为131.83%，主要采购备货增加了银行承兑汇票的开具量 

12.应付账款同比增长79,529万，增长率为42.98%，主要合并增加硕诺尔及JOT，以及营收增长、存货增加  

13.预收款同比增长8,438万，增长率为46.84%，主要为移动终端服务板块预收增加 

14. 应付职工薪酬同比增长3,237万，增长率为31.62%，主要为主要合并增加硕诺尔及JOT，薪酬增加 

15.应交税费同比减少6,431万，减少率为40.32%，主要报告期交纳了所得税1.87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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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应付利息同比减少832万，减少率为63.96%，主要为当期银行借款减少，利息支出减少 

17.其他应付款同比增加32,030万，增长率为757.91%，主要为硕诺尔股权转让款     

 

二、利润表大幅度变动项目 

项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率 

管理费用 570,492,536.08 411,366,976.04 159,125,560.04 38.68% 

资产减值损失 82,676,350.91 122,560,361.12 -39,884,010.21 -32.5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7,657,198.23 70,745,910.24 -188,403,108.47 -266.31% 

投资收益 14,704,743.12 -21,537,191.29 36,241,934.41 168.28% 

其他收益 23,100,876.65 34,231,842.33 -11,130,965.68 -32.52% 

营业外收入 8,083,967.77 155,066,309.57 -146,982,341.80 -94.79% 

所得税费 26,620,743.88 109,568,804.94 -82,948,061.06 -75.70% 

 

1.管理费用同比增加15,912万，增长率为38.68%，主要智能制造产品及服务业务增长，研发费用增加较大，以及合并增加JOT

和硕诺尔 

2.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3,988万，减少率为32.54%，主要应收账款较上年同期增加导致坏账准备增加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减少18,840万，减少率为266.31%，主要是基金确认公允价值损失11,766万 

4.投资收益同比增加3,624万，增长率168.28%，主要是赎回基金确认投资收益1,338万  

5.其他收益同比减少1113万，减少率为32.52%，主要是政府补贴增长 

6.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14,698万，减少率94.79%，主要上年同期发生子公司业绩对赌补偿金 

7.所得税费同比减少8,295万，减少率75.70%，主要去年同期业绩补偿所得税较大 

 

三、现金流量表大幅度变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率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71,101,468.10 -36,853,592.44 107,955,060.54 292.93% 

投资支付的现金 - 617,826,000.00 -617,826,000.00 -100.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362,881,490.42 270,960,983.78 91,920,506.64 33.92% 

 

1.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同比增加10,796万，增长率292.93%%,主要是美元汇率波动影响 

2. 投资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61,783万，减少率为100%，主要去年同期购基金6亿 

3. 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增加9,192万元，增长率33.92%，主要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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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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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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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4% 至 -12.82%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31,000 至 40,3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6,232.9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公允价值损失较大，受市场环境影响移动终端产品业

务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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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541,836,05

0.12 

-117,657,198.

23 

-117,657,198.2

3 
0.00 

202,524,518

.73 

13,376,701.

87 

221,654,333

.16 
自有资金 

合计 
541,836,05

0.12 

-117,657,198.

23 

-117,657,198.2

3 
0.00 

202,524,518

.73 

13,376,701.

87 

221,654,333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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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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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 100 0 0 

合计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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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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玉根 

2018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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