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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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保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沈保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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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1,916,506.26 6,038,875,158.07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026,102,843.90 2,089,963,596.88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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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482,320.13 -8.17% 2,243,775,407.50 -1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829,385.73 -40.11% 72,439,126.03 -4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5,567,982.97 -9.86% 45,331,794.16 -62.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3,248,551.77 -112.64% -198,775,807.28 -4,419.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33.33% 0.20 -45.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33.33% 0.20 -45.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0.34% 3.52% -3.2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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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2,56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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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83,121.69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157,520.8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09,589.04  

债务重组损益 104,254.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06,993.27  

减：所得税影响额 8,443,9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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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682,791.04  

合计 27,107,33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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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软件企业增值税退税款 2,152,383.98 

本公司之子公司无锡天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软件企业，增值税

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享受即征即退优惠政策，该退税额根据收

入的一定比例计算，不作为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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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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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伟兴 
境内自然

人 
16.84% 62,389,317 5,723,905 质押 55,249,998 

无锡天奇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46% 42,465,172 0 质押 35,465,172 

白开军 
境内自然

人 
3.10% 11,479,690 0 质押 5,000,000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7% 4,710,000 0 冻结 4,710,000 

杨雷 
境内自然

人 
1.25% 4,619,877 0 质押 90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云南信托－招信

智赢 19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01% 3,753,547 0   

常州海坤通信设备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2% 3,025,000 0   

王继丽 
境内自然

人 
0.77% 2,839,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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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团体

分红-018L-FH001 深 

其他 0.75% 2,772,592 0   

王春燕 
境内自然

人 
0.75% 2,766,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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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伟兴 56,665,412 人民币普通股 56,665,412 

无锡天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2,465,172 人民币普通股 42,465,172 

白开军 11,479,690 人民币普通股 11,479,690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4,7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10,000 

杨雷 4,619,877 人民币普通股 4,619,877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

托－招信智赢 19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3,753,547 人民币普通股 3,753,547 

常州海坤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3,0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25,000 

王继丽 2,83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39,6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团体分红-018L-FH001 深 
2,772,592 人民币普通股 2,772,592 

王春燕 2,766,929 人民币普通股 2,766,9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无限售股东黄伟兴与公司有限售股东黄伟兴为同一人。无锡天奇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招信智赢 1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与黄伟兴为一致

行动人。 

未知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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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分析 

货币资金 863,561,982.85 1,256,398,376.33 -31.27%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一汽铸造、宁波回

收、天奇锂致少数股权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919,715.91 -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会计政策变更，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22,737,751.91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会计政策变更，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6,916,040.01 -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会计政策变更，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所致 

在建工程 238,006,405.36 181,364,478.33 31.23% 

主要系报告期内深汕乾泰厂房未完工继

续投入建设及一汽铸造厂房设备改造增

加所致 

开发支出 18,386,630.52 52,714,456.01 -65.12%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研发项目结题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230,000.00 4,551,000.00 278.60%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土地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718,751.49 63,168,618.36 -87.78% 主要系报告内支付职工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27,581,320.50 70,088,009.92 -60.65%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增值税、所得税所致 

长期借款 98,400,000.00 -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母公司新增并购贷款及

深圳乾泰新增抵押及保证贷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分析 

其他收益 25,251,543.65 13,562,586.89 86.19% 

主要系报告期内母公司高价值专利项目

结题收到的政府补助 300 万由递延收益

结转至其他收益及深圳乾泰确认其他收

益 385.86 万元所致 

投资收益 3,694,593.56 12,997,785.90 -71.58% 
主要系上期处置四川天奇永大剩余股权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0,072,051.78 -29,937,893.80 -33.85% 
主要系报告期内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9,359,163.90 136,258.31 6768.69% 

主要是报告期内处置无锡惠山经济开发

区锦惠路 19 号及长春北湖金色家园房产

确认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1,212,267.43 4,184,013.60 -71.03% 
主要系上期经济罚款及员工赔偿补助款

较多所致 

所得税费用 19,845,065.47 30,390,306.90 -34.70% 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减少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2,439,126.03 137,143,745.43 -47.18% 

主要系报告期内循环装备订单下滑，收入

同比大幅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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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5,331,794.16 121,159,004.88 -62.58% 

主要系报告期内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收到

政府补助及应付账款核销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8,775,807.28 4,602,278.08 

-4419.07

%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入下降销售回款减少

及票据到期支付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5,880,626.46 -355,890,681.11 78.68% 

主要系上期投资支付深圳乾泰及无锡金

控天奇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5,956,304.95 110,062,870.48 -250.78%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一汽铸造、宁波回

收、天奇锂致少数股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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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4月19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20,879.39万元收购控股子公司

江苏一汽铸造股份有限公司余下42.611%的股权。后因简化股权交割手续，尽可能减少股权交易对江苏一汽铸造业务发展的

影响，经公司于2019年8月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由原天奇股份受让原股东持有的江苏一汽

铸造42.611%股权，变更为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天奇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奇精工”）以自有资金受让原自然人

股东孙春晖持有的江苏一汽铸造0.15%的股权，并由天奇股份继续受让江苏一汽铸造其余42.461%股该交易目前已经全部完

成。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奇股份直接持有江苏一汽铸造99.85%的股权，天奇精工持有江苏一汽铸造0.15%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巨潮资讯网公告：《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2019-040、《关于部分变更对外投资

主体的公告》2019-041 

2、2019年8月16日，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黄伟兴、时任董事黄斌、时任董事兼董事会秘书费新毅收到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

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2号）。该局依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处以警告及罚款的处

罚。该案件目前已经调查、审理终结。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接受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的行政处罚，不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

政诉讼，并已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罚款。 2019年9月4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天奇自动化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9】第162号），认定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行为违反《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并要求公司重视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相关问题的再次发生。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巨潮资讯网公告：《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证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2019-043、《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2019-045、《关于对天奇自动化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大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及解除质

押的事项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大股东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的公告》201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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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8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大股东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的公告》2019-046 

2019 年 09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大股东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的公告》2019-051 

2019 年 09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大股东部分股份

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2019-052 

2019 年 09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大股东部分股份

质押的公告》2019-054 

关于公司重大合同中标的事项 

2019 年 08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重大合同中标公告》

2019-044 

2019 年 09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重大合同中标公告》

2019-053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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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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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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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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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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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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