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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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郑汉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科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伟琪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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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0,962,946.70 9,624,743,762.47 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963,239,447.52 8,028,418,102.69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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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5,404,641.18 20.07% 4,281,953,160.90 3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4,897,089.24 -67.19% 25,153,901.05 -2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522,797.38 -69.69% 3,981,101.12 -44.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22,520,573.11 920.83% -99,560,263.76 70.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75.00% 0.02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75.00% 0.02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8% -0.49% 0.31%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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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7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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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58,474.8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801,454.0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0,797.02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65,554.38  

合计 21,172,79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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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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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钟南 境内自然人 21.04% 241,271,247 0 质押 43,700,000 

明泰汇金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98% 160,326,832 48,098,051 质押 160,322,430 

章征宇 境内自然人 4.74% 54,334,812 17,091,425 质押 17,100,000 

前海开源基金－

广发银行－前海

开源华佳源鑫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7% 48,969,072 48,969,072   

深圳前海珞珈方

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珠海朴真

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9% 42,268,041 42,268,041   

陈方方 境内自然人 3.26% 37,409,576 10,225,314 质押 35,625,376 

宁波华瀛创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5% 30,412,371 30,412,371   

珠海安赐创钰成

长股权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2% 28,865,979 28,865,979 质押 18,499,90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4% 25,671,210 0   

樟树市鸿晟汇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 20,618,556 20,618,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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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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钟南 241,271,247 人民币普通股 241,271,247 

明泰汇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12,228,781 人民币普通股 112,228,781 

章征宇 37,243,387 人民币普通股 37,243,387 

陈方方 27,184,262 人民币普通股 27,184,26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671,210 人民币普通股 25,671,210 

冯飞飞 19,2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05,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

托－南洋天融信 1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4,36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60,500 

卞炜明 12,565,698 人民币普通股 12,565,698 

王文华 10,511,057 人民币普通股 10,511,057 

山南华安信立咨询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860,629 人民币普通股 8,860,6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郑钟南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除樟树市鸿晟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陈方方持有股份数 37,409,576 股，其中信用账户持股数量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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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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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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同比变动金额 同比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11,065,950.00 19,782,300.00 -8,716,350.00 -44.06%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对铜材套期保

值而持有的期货

合约浮亏所致 

应收票据 132,896,947.55 34,750,182.78 98,146,764.77 282.44%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货款结算增加

了银行汇票所致 

预付款项  136,145,358.85 65,121,448.96 71,023,909.89 109.06%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依约预付货款

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12,233,977.63 904,143,122.31 -391,909,144.68 -43.35%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收回到期银行

理财产品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214,626,747.20 139,026,750.00 75,599,997.20 54.38%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增加对外投资

所致 

在建工程  8,228,616.76 313,145.30 7,915,471.46 2527.73%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因经营需要增

加的生产设备所

致 

开发支出 78,040,109.73 29,738,069.86 48,302,039.87 162.42%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子公司北京天

融信科技有限公

司增加开发投入

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98,704.26 1,051,466.54 -852,762.28 -81.10%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长期费用摊销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9,842,360.97 15,242,693.00 -5,400,332.03 -35.43% 主要系本报告期

原预付购买资产

入库所致 

短期借款 755,861,145.45 74,000,000.00 681,861,145.45 921.43%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因生产经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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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借入的银行借

款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 

                 -    215,400.00 -215,400.00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对铜材套期保

值而持有的期货

合约价格变化，

相应计入“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355,558,232.70 206,239,991.14 149,318,241.56 72.40% 主要系报告期采

购增加了票据结

算方式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6,186,144.70 110,819,229.23 -54,633,084.53 -49.30% 主要系本报告期

支付了期初计提

的年终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20,780,256.50 136,364,251.30 -115,583,994.80 -84.76% 主要系本报告期

支付了期初计提

的各项税费所致 

其他应付款 99,252,537.30 68,612,403.65 30,640,133.65 44.66% 主要系本期待支

付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767,759.63 8,563,943.77 -6,796,184.14 -79.36%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政府补助结转

至损益所致 

应付债券 55,650,180.00 647,261,675.00 -591,611,495.00 -91.40% 主要系本报告期

回售部分公司债

券所致。 

递延收益 53,613,844.63 28,302,423.90 25,311,420.73 89.43%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收到了其他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0,771,710.50 55,228,180.12 -44,456,469.62 -80.50%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铜套期保值相

应铜价下跌减少

了套期损益有效

部分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3,151,734.44 6,030,497.60 -2,878,763.16 -47.74% 主要系子公司北

京同天科技有限

公司本期亏损所

致 

报表项目 2018年1-9月 上年同期 同比变动金额 同比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281,953,160.90 3,101,287,703.88 1,180,665,457.02 38.07%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公司订单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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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合并了北京

同天科技有限公

司收入所致 

营业成本 3,559,861,836.20 2,553,208,296.42 1,006,653,539.78 39.43%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公司营业收入

增加相应增加了

营业成本所致 

管理费用 132,331,375.84 89,463,907.94 42,867,467.90 47.92%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公司业务增长

以及合并北京同

天科技有限公司

报表所致 

财务费用 39,756,758.17 24,384,109.39 15,372,648.78 63.04%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增加银行借款

利息支出和融资

手续费以及汇兑

损失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0,813,169.35 -2,753,770.08 23,566,939.43 855.81%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增加计提坏账

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7,048,474.69 21,621,561.68 -14,573,086.99 -67.40% 主要系报告期内

理财产品收益和

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6,850,015.49 22,990,467.31 -16,140,451.82 -70.20% 主要系本报告期

内主要系报告期

内公司收到与日

常活动无关的政

府补助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9,560,263.76 -336,553,356.18 236,993,092.42 70.42% 主要系本报告期

依约收到货款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8,202,095.91 -2,726,927,201.70 2,845,129,297.61 104.33% 主要系上年同期

支付并购北京天

融信科技有限公

司的对价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411,372.58 2,068,050,505.25 -2,079,461,877.83 -100.55% 主要系上年同期

非公开募集资金

到位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

的影响 

-1,836,957.16 188,882.60 -2,025,839.76 -1072.54% 主要系报告期内

汇率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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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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进展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仍然处于锁定期，公司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2017年度，公司实施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为在公司或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工作，领取薪酬并签

订劳动合同的正式员工，总人数不超过1000人，资金来源为员工的合法薪酬、自筹资金及其他合法合规方式获得的资金等。

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的资金总额不超过1.5亿元，每份份额为1.00元。员工持股计划委托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管理，其设立

的信托计划按照不超过1:1的比例设立优先级份额和次级份额。由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全部的次级份额，拟认购金额不超过1.5

亿元，同时募集不超过1.5亿元的优先级资金，总规模不超过3亿元用于购买公司股票。 

     2018年1月9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信托计划以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购买公司股票合计

14,360,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5%，成交金额合计为283,217,090.94元人民币，成交均价约为19.72元人民币/股。至此，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经通过信托计划完成前述标的股票的购买，前述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12个月（自2018年1月11日至

2019年1月10日）。 

（二）回购股份事项 

    公司于2018年9月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8年9月26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等相关事项。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回购本公司社会公

众股份（以下简称“回购股份”），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含2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含4亿元），

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元/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3个月内（即：2018年9月26日起至2018年12月25日止）。 

    公司已于2018年9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

尚未公告回购报告书，尚未开始回购股份。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仍然处于锁定期。 
2018 年 01 月 11 日 

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的《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8 年 9 月 26 日召

开的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

案等相关事项。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公司尚未公告回购报告书，尚未开始回

购股份。 

2018 年 09 月 06 日 

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8-080）、《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81）等相关公告及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独立意见》 

2018 年 09 月 20 日 

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的《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

股信息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5）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0 

2018 年 09 月 27 日 

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的《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8-087）等相关公告 

2018 年 10 月 08 日 

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的《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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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 至 29.39%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47,000 至 55,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2,505.9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公司业务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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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货 
19,782,300

.00 
0.00 5,652,896.96 245,195,374.75 

319,959,368

.93 

-3,331,586.

37 

11,065,950.

00 
自有资金 

合计 
19,782,300

.00 
0.00 5,652,896.96 245,195,374.75 

319,959,368

.93 

-3,331,586.

37 

11,065,950.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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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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资金 42,000 42,000 0 

合计 42,000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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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