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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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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寻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邢力文

声明：保证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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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834,062.83 306,236,911.04 -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7,865,112.30 -198,631,842.0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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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8,500.61 51.75% 21,604,661.05 -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784,065.49 不适用 9,664,632.6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933,351.87 不适用 -26,447,069.36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670,222.54 -223.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2 不适用 0.011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2 不适用 0.011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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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352,918.02 子公司出售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80,00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784.01  

合计 36,111,70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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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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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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9,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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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9.43% 257,047,899    

北京海鸿源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33% 81,494,850    

杨琴秀 境内自然人 3.20% 27,955,752    

南京方凯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4% 5,577,600    

史宇波 境内自然人 0.41% 3,560,000    

深圳中达软件开发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1% 3,550,000 3,550,000   

陈庆桃 境内自然人 0.28% 2,469,986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28% 2,432,059    

万金春 境内自然人 0.26% 2,264,600    

胡立 境内自然人 0.25% 2,20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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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57,047,899 境外上市外资股 257,047,899 

北京海鸿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1,494,850 人民币普通股 81,494,850 

杨琴秀 27,955,752 人民币普通股 27,955,752 

南京方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577,600 人民币普通股 5,577,600 

史宇波 3,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60,000 

陈庆桃 2,469,986 人民币普通股 2,469,986 

徐开东 2,432,059 人民币普通股 2,432,059 

万金春 2,264,6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4,600 

胡立 2,202,260 人民币普通股 2,202,260 

刘涛 2,17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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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就本公司知晓的范围内，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根据第三季度报告刊发前的最后实际可行日期可

以得悉，而且董事亦知悉的公开资料作为基准，本公司确认公众持股量足够。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南京方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

票 3,789,5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788,1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

股票 5,577,600 股；徐开东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431,359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7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2,432,059 股；万金

春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01,1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

公司股票 1,763,5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2,26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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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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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或本年发生额 

上年末余额或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说   明 

货币资金   117,206,108.31  45,175,761.77   72,030,346.54  159.44% 收到出售子公司对价款 

应收票据    1,000,000.00         15,878,744.00     -14,878,744.00  -93.70% 
江苏迪盛票据转为其他

应收款 

应收账款     22,280,308.76         76,253,768.68    -53,973,459.92  -70.78% 
子公司置出导致应收账

款减少 

预付款项     12,065,195.78          1,878,311.93     10,186,883.85  542.34% 子公司业务预付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20,591,944.01          3,123,072.43      17,468,871.58  559.35% 
江苏迪盛其他应收款及

新业务押金 

固定资产     10,409,772.26         36,335,533.78     -25,925,761.52  -71.35% 
子公司置出导致固定资

产减少 

长期待摊费用       798,287.69          1,545,177.16        -746,889.47  -48.34% 
子公司置出导致长期待

摊费用减少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12,206,662.02         21,541,715.83      -9,335,053.81  -43.33% 

子公司置出导致应付账

款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606,587.79          3,022,542.03      -2,415,954.24  -79.93% 
子公司置出导致应付职

工薪酬减少 

应交税费      2,662,834.18            341,620.35       2,321,213.83  679.47% 
子公司置出导致税金增

加 

财务费用       491,455.31            736,355.87        -244,900.56  -33.26% 
子公司去年同期借款已

偿还 

资产减值损失        356,689.48          9,584,804.36      -9,228,114.88  -96.28% 
子公司上年同期计提坏

账损失 

投资收益     34,908,242.77             -7,975.99      34,916,218.76  - 子公司置出 

营业外收入     3,603,152.97           9,278,382.71  -5,675,229.74 -61.17% 

本期偿还担保款冲减预

计负债；子公司上年外

购不良资产处置收益 

所得税费用      2,280,000.00  -       2,280,000.00  100.00% 子公司出售税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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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或本年发生额 

上年末余额或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说   明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22,923,988.12         34,133,335.51     -11,209,347.39  -32.84% 

营业收入减少，相应支

出减少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13,013.53          1,994,055.01        -681,041.48  -34.15% 
营业收入减少、税费支

付减少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90,081,260.72         19,540,111.89      70,541,148.83  361.01% 

生效诉讼判决债务支

出，归还资金拆借款，

子公司支付业务保证

金、预付款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390,000.00  -         390,000.00  100.00% 收到处置固定资产款项 

处置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103,000,000.00                     -      103,000,000.00  100.00% 收到子公司置出款项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5,645,708.37          1,277,576.19       4,368,132.18  341.91% 本期新厂建设支出增加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            7,000,000.00      -7,000,000.00  -100.00% 上年同期偿还贷款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26,778.69            860,649.40        -833,870.71  -96.89% 上年同期支付贷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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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发行H股  

为了筹集资金，扩大股东基础，提升公司资本实力，2017年4月5日北京海鸿源之一致行动人海航酒店（香港）与上市公司签

订《认购协议》，海航酒店（香港）按每股2.40港元的价格认购东北电气拟配发及发行的155,830,000股新H股股份。北京海

鸿源与一致行动人海航酒店（香港）均为海航集团的附属公司。  

该事项已获得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H股类别股东大会批准通过，并按照有关程序向境内、境外监

管部门申请核准。目前正处于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部审核中，如本次认购获批将会及时为公司补充资本，提升净资产并促进

公司业务发展。  

2、重大资产出售事项进展  

为了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2017年9月17日公司董事会决定出售新东北电气（锦州）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该出售事项已获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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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及香港联交所及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核通过，目前，交易各方已经按照扣除初步测算的过渡期损益后的股

权转让价格完成支付，正在办理股权交割的工商登记。 

3、重大诉讼进展  

2018年7月31日，东北电气收到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2017）辽01民初430号民事判决书，

沈阳中院就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铁西国资局 ”）与东北电气、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新

东北电气（沈阳）高压开关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沈阳中院对于原告铁西国资局要求被告东北电气偿付欠款2853

万元、利息及违约金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铁西区国资局已于上诉期内向沈阳中院提出上诉申请。 

4、办公和注册地址变更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东北电气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自2018年5月28日起将办公地址从江苏省

常州市搬迁至海南省海口市。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经东北电气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注册地址由江苏

省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9号4幢23层变更至海南省海口市。2018年7月17日，公司完成了注册地址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并

取得了由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的公司注册地址为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

新区创业孵化中心A楼5层A1-1077室。 

5、酒店公共空间共享开发  

为获取新的投资机会和利润增长点，经东北电气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全资子公司海南唐苑与东莞御景湾、天津中心、海南国商、儋州新天地、杭州花港、亚太国际、云南通汇酒店、吉林省旅游

集团八家公司签署租赁合同，用于打造酒店公共空间共享平台。此举将有利于为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注入新活力，推进公司

由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 

6、股权捐赠 

为支持东北电气发展，经东北电气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唐苑与上海驿舟签署《股份

转让协议》，上海驿舟拟将其持有的天津中心10.50%股权无偿赠予海南唐苑。根据威格斯资产评估顾问有限公司（国际资产

评估顾问）出具的《海航天津中心发展有限公司资产净值评估》，以2018年8月31日为估值日，天津中心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为1,918,861,000元。上海驿舟本次无偿赠予的天津中心10.50%股权，对应评估值为201,480,405元。海南唐苑本次受赠资产

不附加任何条件及义务。该事项将于2018年12月3日提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概述见本节“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

分析说明”之“1、新增发行H股”。 

2017-6-5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

-ne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

tin_detail/true/1203591094?anno

unceTime=2017-06-06 

《关于全资子公司海南唐苑科技有限公司与东莞御景湾酒店等八家公

司签署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概述见本节“二、重要事项进展

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之“5、酒店公共空间共享开发”。 

2018-7-17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

-ne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

tin_detail/true/1205184234?anno

unceTime=2018-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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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概述见本节“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

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之“3、重大诉讼进展“。 

2018-8-1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

-ne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

tin_detail/true/1205249450?anno

unceTime=2018-08-02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阶段进展公告》，概述见本节“二、重要事项

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之“2、重大资产出售事项

进展”。 

2018-10-12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

-ne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

tin_detail/true/1205500650?anno

unceTime=2018-10-13 

《关于全资子公司海南唐苑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驿舟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概述见本节“二、重要事项

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之“6、股权捐赠”。 

2018-10-16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

-new/disclosure/szse_main/bulle

tin_detail/true/1205508548?anno

unceTime=2018-10-17 

《关于全资子公司海南唐苑科技有限公司与东莞御景湾酒店等八家公

司签署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概述见本节“二、重要事项进展

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之“5、酒店公共空间共享开发”。 

2018-10-29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

-new/disclosure/fulltext/bullet

in_detail/true/1205555103?annou

nceTime=2018-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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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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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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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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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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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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