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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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廖晓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云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陈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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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840,169.75 1,070,589,003.15 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92,181,819.89 806,467,089.17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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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51,473.48 -9.50% 200,241,733.41 -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43,221.38 -315.90% -9,868,513.15 -68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55,950.97 -703.35% -10,174,724.04 -1,106.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8,417,610.75 366.76% -35,657,727.20 38.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1 -317.86% -0.0447 -688.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1 -317.86% -0.0447 -688.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7% -0.25% -1.23%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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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31.8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1,331.17  

减：所得税影响额 60,616.9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64.83  

合计 306,210.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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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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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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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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华实业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57.57% 127,003,614 0   

深圳市宁泰科技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4% 6,046,161 0   

深圳市盛能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0% 5,945,562 0   

深圳市欧立电子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 2,707,97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1% 2,671,900 0   

深圳市大方正祥

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1,621,538 0   

万华强 境内自然人 0.43% 942,060 0   

马智勇 境内自然人 0.39% 870,793 0   

马晓兰 境内自然人 0.30% 661,001 0   

廖晓东 境内自然人 0.20% 4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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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华实业有限公司 127,003,614 人民币普通股 127,003,614 

深圳市宁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6,046,161 人民币普通股 6,046,161 

深圳市盛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945,562 人民币普通股 5,945,562 

深圳市欧立电子有限公司 2,707,970 人民币普通股 2,707,97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671,900 人民币普通股 2,671,900 

深圳市大方正祥贸易有限公司 1,621,538 人民币普通股 1,62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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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强 942,060 人民币普通股 942,060 

马智勇 870,793 人民币普通股 870,793 

马晓兰 661,001 人民币普通股 661,001 

廖晓东 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截止本报告日，欧华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廖晓霞女士，其持有欧华实业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深圳市盛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廖晓东先生，其持有深圳市盛能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深圳市宁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詹美华女士，

其持有深圳市宁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深圳市欧立电子有限公司的股东为

肖美珠女士和詹美华女士，分别持有深圳市欧立电子有限公司 80%和 20%的股权；深

圳市大方正祥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为詹美华女士和詹松荣先生，分别持有深圳市大方正

祥贸易有限公司 90%和 10%的股权，上述自然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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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7,888,124.16 142,289,856.37 -66.3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材料采购、支付税款、奥特

迅工业园建设支出及电动汽车充电站建设支出共

同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5,383,649.48 23,910,200.55 47.99%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投标保证金增加、应收租金

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1,793,318.45 13,790,644.57 130.5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增值税留底税额增加所致。 

固定资产 176,569,284.22 134,377,277.81 31.4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电动汽车充电站转固所致。 

在建工程 126,592,284.08 68,990,962.21 83.49%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奥特迅工业园建设、电动汽

车充电站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9,515,375.95 4,541,716.10 109.51%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非流动资产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49,180,000.00 30,000,000.00 63.9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信用贷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42,714,974.31 30,053,670.79 42.1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预收款项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20,687,123.75  100.0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奥特迅工业园建设项目贷款

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1,231,532.36 -230,863.33 633.45%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存款利息减少、信用贷款利

息支出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9,420,013.32 6,331,908.41 48.77%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增加及

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摊销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90,731.88 -2,916.02 6640.8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收入 270,164.70 874,420.40 -69.10% 主要原因系上期罚款较多所致。 

所得税费用 -3,232,303.33 -1,175,199.22 -175.0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利润亏损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657,727.20 -58,144,433.57 38.67%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92,462,953.46 -45,096,765.01 -105.0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奥特迅工业园建设投入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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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净额 动汽车充电站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3,805,859.54 27,615,676.00 22.42%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信用贷款和长期贷款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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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资子公司收购上海奥瀚高压电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以人

民币 865,854.27 元的价格收购深圳市奥电高压电气有限公司、深圳市欧立电子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上海奥瀚高压电气有限公

司 100%股权。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之日，上海奥瀚高压电气有限公司股东信息、经营范围工商变更手续已完成，更名手续

尚在办理之中。 

（二）注销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奥特迅电气制造有限公司事项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基于公司整体业务及

战略规划的考量，为进一步整合及优化现有资源配置，提升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注销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奥特迅电气制

造有限公司。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之日，该事项尚处于注销公告公示期间，公示期结束后，公司将办理工商、税务注销手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全资子公司收购上海奥瀚 100%股权暨关

联交易事项 
2018 年 08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注销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奥特迅电气制造

有限公司事项 
2018 年 09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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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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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62.94% 至 -15.77%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550 至 1,25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484.0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电力行业总招标量下降，订单下滑；2.受上下游相关行业影响，产品毛利

率下降；3.新能源业务加大投资，投入与产出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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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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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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廖晓霞 

                                                                                    2018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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