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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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孔英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李晓东 

公司负责人黄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中家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丁恨几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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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329,040.87 1,188,124,786.30 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26,526,420.22 1,040,611,822.11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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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910,335.98 52.56% 665,289,000.05 2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2,231,802.76 26.16% 50,520,094.64 -1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231,879.13 32.86% 44,737,782.59 -15.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620,397.89 -231.09% -26,257,740.98 -142.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28.57% 0.41 -28.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28.57% 0.41 -28.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5% 0.35% 4.83%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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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9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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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5,477.74 主要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059,767.14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理财收益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57,129.1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03,069.63  

合计 5,782,31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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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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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晖 境内自然人 31.20% 38,287,800 37,139,800 质押 6,000,000 

萧锦明 境内自然人 13.11% 16,086,900 12,065,175   

左笋娥 境内自然人 6.11% 7,490,900 7,460,900   

通城县瀛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2% 4,200,000  质押 2,000,000 

湖北量科高投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3% 3,600,000    

左贵明 境内自然人 2.75% 3,379,600 3,379,600   

刘浪宇 境内自然人 2.68% 3,290,300    

左娟妹 境内自然人 2.54% 3,122,400 3,102,400 质押 2,480,000 

曹玲杰 境内自然人 2.53% 3,102,400 3,102,400 质押 1,140,000 

左美丰 境内自然人 1.90% 2,326,800 2,326,800 质押 2,32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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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城县瀛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0 

湖北量科高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 

刘浪宇 3,290,300 人民币普通股 3,290,300 

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1,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0,000 

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1,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0,000 

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有 1,1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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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伙） 

杜耀武 631,800 人民币普通股 631,800 

深圳市中新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363,108 人民币普通股 363,108 

周国杰 310,9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900 

谢创华 290,544 人民币普通股 290,54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黄晖、左笋娥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左贵明、左娟妹、曹玲杰、左美丰为一致行动人。

通城县瀛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实际控制人与其他

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一致行动人关系。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3 家合伙企业为一致行动关系，同受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

制。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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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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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及完成情况。 

公司于2018年2月1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黄晖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心、稳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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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价、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数不低于100万股（约占

公司总股本的0.82%），不超过245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2.00%)。 

截止本报告期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已经完成，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 

（二）对外投资 

1、认购深圳惠信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认购

深圳惠信新兴产业投资基金份额的议案》，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投资认购深圳智度惠信新

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惠信基金”）份额，占惠信基金总规模的2.00%。详见公司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认购深圳惠信新兴产业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8）和

《关于认购深圳惠信新兴产业投资基金份额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等相关公告。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尚未支付相关投资款。 

2、投资湖南佳霖新材料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投资湖南佳霖新材料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用自有资金1636.36万元投资湖南佳霖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南佳霖”），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的垂直整合，湖南佳霖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将变成3,636.36万元，股权结构

为：曹玲杰出资2000万元，持股55%，瀛通通讯出资1636.36万元，持股45%。湖南佳霖股东曹玲杰先生系瀛通通讯实际控制

人黄晖先生、左笋娥女士的一致行动人，且曹玲杰先生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左贵明先生系亲属关系，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投资湖南佳霖新材料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59）和《关于对外投资及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6）等相关公告。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尚未支付相关投资款。 

3、对外投资暨购买资产：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瀛通（印度）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30%股权的议案》和《关于对瀛通（印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瀛新精

密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瀛新”）拟以瀛通（印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度瀛通”）注册资金为作价依据

收购通城县扬海贸易有限公司30%的股权，人民币约300万元。同时，为进一步扩大海外业务，满足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和

湖北瀛新作为印度瀛通的股东，拟使用其自有资金对印度瀛通增资1500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印度瀛通的注册资本约为 

2500万元人民币（最终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以人民币汇兑成卢比确定），其股权结构为：公司持股70%，湖北瀛新持股30%。 

报告期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湖北瀛新已办理完成收购通城县扬海贸易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印度瀛通30%的股权以及印度

瀛通增资的相关手续，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对外投资暨购买资产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63）。 

4、签署股份收购框架协议：公司2018年9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股份收购

框架协议的议案》，公司拟通过自筹资金以现金方式收购长兴爱韵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兴爱韵”）和长

兴联盈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联盈通”）持有的惠州联韵声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韵声

学”）100%的股权，并与联韵声学及其股东长兴爱韵和联盈通签署了《股份收购框架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签署股份收购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84）。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尚未签订正式协议。 

（三）回购股份 

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18年8月6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

公告。公司于2018年8月24日首次实施了股份回购，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7）等相关公告。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25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61%，最高成交价为20.3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8.65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4,722,215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1%暨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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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7）。 

（四）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372号文）核准，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7]228号）同意，

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7年4月10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3,068万股，发行价为人民币17.2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529，230，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50,635,600.00 元，

发行费用总额78,594,400.00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4月10日全部到位。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3-28 号）。 

报告期内，公司注销了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6）等相关公告。 

（五）担保情况 

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瀛通电子有限公司、湖北瀛新精密电子有限公司、东莞市瀛通

电线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3.1亿元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3）和《补充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18-085）等相关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07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 2018-054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质押股份的

公告 
2018 年 07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 2018-055 

关于认购深圳惠信新兴产业投资基金份

额的公告 
2018 年 07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8-058 

关于投资湖南佳霖新材料有限公司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2018 年 07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8-059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预案的公告 
2018 年 07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8-060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解

除质押的公告 
2018 年 07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 2018-062 

对外投资暨购买资产进展的公告 2018 年 07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8-063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解

除质押的公告 
2018 年 08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 2018-064 

关于对深交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2018 年 08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 2018-065 

关于认购深圳惠信新兴产业投资基金份

额的补充公告 
2018 年 08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8-066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

的公告 
2018 年 08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8-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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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完成的公告 
2018 年 08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 2018-069 

关于募集资金 2018 年上半年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8 年 08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 2018-073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报告书 2018 年 08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8-074 

关于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取得专利证书

的公告 
2018 年 08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8-075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2018 年 08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8-076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2018 年 08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8-077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09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8-078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质押股份的

公告 
2018 年 09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 2018-079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解

除质押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 2018-080 

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 2018-082 

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

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8-083 

关于签署股份收购框架协议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8-084 

补充更正公告 2018 年 09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8-085 

关于对外投资及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8-086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 1%暨回购进展的

公告 
2018 年 09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编号:201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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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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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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6% 至 2.58%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6,300 至 8,8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8,578.8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公司的原材料成本及人工成本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2、为了满足客户

对新产品及新技术的要求，公司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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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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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20,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8,000 2,000 0 

合计 28,000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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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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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签字页） 

 

 

 

 

 

 

 

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黄 晖 

2018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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