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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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永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饶冰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姚剑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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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7,206,579.91 8,358,750,720.80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207,409,454.26 5,176,635,093.73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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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770,878.13 -18.38% 2,391,139,621.91 -2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045,037.97 -98.93% 24,343,625.14 -9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962,287.72 -117.23% 12,107,084.07 -86.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3,577,990.91 62.05% 278,374,240.81 6,324.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7 -98.86% 0.0078 -94.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7 -98.86% 0.0078 -94.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4% 下降 3.44 个百分点 0.47% 下降 7.4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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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4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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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12,155.0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7,536.9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76.99  

减：所得税影响额 3,263,329.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023.12  

合计 12,236,54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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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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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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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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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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进飞 境内自然人 16.16% 506,045,049 0 
质押 506,014,560 

冻结 506,045,049 

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17% 491,813,167 0 

质押 482,836,500 

冻结 484,013,167 

江苏天佑金淦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0% 353,832,788 0 质押 60,000,000 

北京天佑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9% 325,438,596 0 质押 324,999,995 

珠海天运鼎成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1% 94,304,873 0     

珠海宏源田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1% 80,080,000 0 

  

西藏天佑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 62,026,147 0 
  

南京永升新能源技术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2% 50,787,483 22,292,545     

牡丹江华通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 39,952,046 13,212,83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8% 39,948,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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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进飞 506,045,049 人民币普通股 506,045,049 

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1,813,167 人民币普通股 491,813,167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江苏天佑金淦投资有限公司 353,832,788 人民币普通股 353,832,788 

北京天佑投资有限公司 325,438,596 人民币普通股 325,438,596 

珠海天运鼎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4,304,873 人民币普通股 94,304,873 

珠海宏源田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8,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80,000 

西藏天佑投资有限公司 62,026,147 人民币普通股 62,026,14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948,803 人民币普通股 39,948,803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7,583,916 人民币普通股 37,583,916 

南京永升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28,494,938 人民币普通股 28,494,9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江苏天佑金淦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天佑投资有限公司、西藏天佑投资有限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张永明，此三家股东为一致行动人。王进飞和江苏帝奥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据本公司所知的情况，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本报告期末，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780 万股；江苏天佑金淦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22000

万股；珠海天运鼎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

司 9430 万股；珠海宏源田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本公司 5350 万股；西藏天佑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6200万股。其他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未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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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较年初下降68.06%，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回大额资产转让款所致。 

2.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上升405.71%，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持有了1.7亿元理财产品。 

3.报告期末投资性房地产较年初上升600.72%，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的子公司新购置土地使用权，用于

建设总部大楼工程，因建成后可用于出租，故列为投资性房地产。 

4.报告期末开发支出较年初上升31.95%，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为获得新项目而增加研发投入。 

5.报告期末长期待摊费用较年初上升68.05%，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技术改造工程项目摊销费用增加所

致。 

6.报告期末长期借款较年初下降45.93%，应付利息下降54.04%，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偿还长期借款所

致。 

7.报告期末长期应付款较年初上升140.61%，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应付研发支出所致。 

8.本年1-9月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上升98.60%，同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的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较年初下降157.35%，主要系报告期内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变化使公司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9.本年1-9月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30.66%，主要系报告期内三包、运费、仓储费按收入比例计提，

销售收入减少，导致相应费用下降，且公司加强费用管控所致。 

10.本年1-9月其他收益较去年同期上升489.15%，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额有所增长所致。 

11.本年1-9月信用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上升100.00%，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下降91.29%，主要系报

告期内报表项目调整将计提的坏账损失重分类到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12.本年1-9月资产处置收益较去年同期下降100.16%，主要系去年同期子公司搬迁处置土地房产产生补

偿收益，本报告期无此因素。 

13.本年1-9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94.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86.94%，基本每股收益较去年同期下降94.28%，主要系去年同期本公司

因子公司搬迁取得了资产处置收益3.81亿元，本报告期无此因素；此外主营业务收入下降，也导致相关业

务利润总额有所下滑。 

14.本年1-9月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下降31.85%，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较去年同期下降39.65%，主要系报告期汽车市场景气度较低，产品销量下滑，以及去年8月处置了服装

业务资产，导致销售收入现金及采购付现有所减少所致。 

15.本年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上升6324.48%，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强成本管控，成本

费用支出减少，及增值税税率下调，税费支出下降所致。 

16.本年1-9月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上升799.85%，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大额子公

司股权转让款所致。 

17.本年1-9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275.95%，主要系报告期较去年减少拆迁处置房屋、土

地、设备收回的现金，导致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较去年同期下降98.85%，

净额减少4.30亿元；其次，公司2018年投资的理财产品4亿元，当年全部收回，本报告期投资的理财产品1.7

亿元尚未收回，及公司本报告期收购青海恒信融锂业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支出收购款所致。 

18.本年1-9月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上升1240.56%，主要系报告期内贴现票据收到的现金

1.64亿元所致。 

19.本年1-9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上升138.07%，主要系报告期内贴现票据收到现金1.6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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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偿还债务额较去年减少1.32亿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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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东王进飞私刻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并冒用本公司名义开展民间借贷所引发的多起诉

讼，在本报告期内持续进行，部分案件了结，部分案件进入初审或二审程序。截至报告期末，蔡远远、方

文校、袁绪胜诉王进飞及本公司的债务纠纷案件，已经由原告撤诉，法院裁定核准撤诉；黄译诉王进飞及

本公司的债务纠纷案件已因原告涉嫌套路贷犯罪而被法院驳回起诉；芜湖银海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王

进飞及本公司债务纠纷案件在报告期内进行了初审，目前无判决结果；刘斌诉王进飞及本公司债务纠纷及

担保责任案于报告期内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二审，目前无判决结果；南通亚伦家纺城及南通综艺

投资诉王进飞及本公司案件，均于2018年开庭审理，至今无判决结果。 

王进飞私刻公章并冒名签署借款、担保协议所引发的系列诉讼至本报告期已延续一年，8起案件中有4

起已了结，本公司不担负任何法律责任，剩余4起案件正在审理中。本公司对王进飞有关私刻公章等行为

不知情、未参与，被无辜卷入“担保”“借款”案件之中，是事件的受害者，我们期待司法裁决早日澄清事实

真相，消除案件对公司声誉的不利影响。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王进飞相关诉讼事项的进展 

2019 年 7 月 17 日 
方文校案撤诉，巨潮资讯网站，2019-053

号公告 

2019 年 8 月 6 日 
袁绪胜案撤诉，巨潮资讯网站，2019-056

号公告 

2019 年 9 月 5 日 
黄译案被驳回，巨潮资讯网站，2019-064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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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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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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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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经营结余 17,000 17,000 0 

合计 17,000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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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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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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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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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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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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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