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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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礼淦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碧霞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可欣女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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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1 

营业收入（元） 1,072,632,677 907,228,011 1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304,460 17,291,957 18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5,876,725 10,176,254 25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085,019 -64,077,605 -26.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1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 0.53%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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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0,002,432 5,323,596,211 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18,132,720 3,365,028,100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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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23 主要系旧设备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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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64,494 

主要系搬迁补偿相关的递延收益摊销、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补助递延收益摊销、

重点技改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89,9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4,784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52,261  

合计 13,427,7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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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表中除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本年比上年增减幅度按差额计算外，其余均按照(本报告期数据-上年同期数据)/(上年同期数

据的绝对值)的方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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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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0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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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 LTD. 境外法人 20.19% 337,999,943    

WUS GROUP HOLDINGS CO., LTD. 境外法人 13.23% 221,555,42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89% 65,144,800    

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1.90% 31,733,44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1.31% 21,999,837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 1 号 其他 0.78% 13,017,005    

王莲枝 境内自然人 0.59% 9,823,03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9,402,182    

黄立山 境内自然人 0.39% 6,505,078    

三星资产运用株式会社－三星中国中小型股精选母基金 境外法人 0.35% 5,8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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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 LTD. 337,999,943 人民币普通股 337,999,943 

WUS GROUP HOLDINGS CO., LTD. 221,555,421 人民币普通股 221,555,42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5,144,800 人民币普通股 65,144,800 

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31,733,440 人民币普通股 31,733,44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21,999,837 人民币普通股 21,999,837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 1 号 13,017,005 人民币普通股 13,017,005 

王莲枝 9,823,034 人民币普通股 9,823,03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402,182 人民币普通股 9,402,182 

黄立山 6,505,078 人民币普通股 6,50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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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资产运用株式会社－三星中国中小型股精选母基金 5,8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8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LTD.、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吴礼淦家族。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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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人股东王莲枝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82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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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应收票据  100,028,712  53,260,717  88% 主要系：客户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应收利息 25,083  620,630  -96% 主要系：本期期末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和债券式逆回购减少，相应利息减少。 

其他应收款 12,038,208  39,914,230  -70%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保险公司的理赔款 

其他流动资产 123,262,446  292,525,231  -58% 主要系：本期投资理财产品和债券式逆回购减少 

预收款项 14,800,648  10,611,098  39% 主要系：公司预收废料款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3,852,917  52,757  7203% 主要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之公允价值上升 

报表项目 2017年第一季度 2016年第一季度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税金及附加  4,547,011  3,380,709  34% 主要系：全面试行营改增后科目设置变化 

财务费用-净额  1,581,287  5,865,927  -73% 主要系：本期预估借款利息及购汇汇差均減少 

资产减值损失 7,017,237  -169,752 4234% 主要系：存货资产减值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89,909  796,214  -89% 主要系：跨币种互换业务之公允价值变动 

投资收益 778,880  111,434  599% 主要系：投资频率和产品结构变化 

营业外支出  203,339  4,056,973  -95% 主要系：因公司搬迁已结束，处置旧设备减少 

所得税费用 12,774,064  5,864,758  118% 主要系：公司获利上升 

净利润 49,304,460  17,291,957  185% 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及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均有所增长  

报表项目 2017年第一季度 2016年第一季度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085,019 -64,077,605 -27% 
主要系：公司销售货款存在一定账期，由于某主要客户在2016年第四季度提前支付部分于2017年第一季度到期的

货款，导致本期收款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261,530  -25,292,207 615% 主要系：本期收回到期理财产品本金增加，购置设备金额比去年同期减少，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84,523 112,391,378  -117% 主要系：本期短期贷款金额下降，导致筹资活动净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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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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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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

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吴礼淦家族

和控股股东碧景（英属维

尔京群岛）控股有限公司 

同业竞

争承诺 

 

避免同

业竞争 

 

2010 年 07 月 26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实际控制人吴礼淦家族 2010 年 07 月 26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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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63.64% 至 262.51%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8,000 至 11,0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034.3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 2017 年半年度销售情况良好，公司整体产能利用率较上年同期

有所提升，营业收入及毛利率较上年同比均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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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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89,909     2,691,220 自有资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5,350,284 5,058,996 3,794,247    27,412,313 自有资金 

合计 35,350,284 5,148,905 3,794,247    30,103,533 -- 

六、 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委托理财品种 
委托理 

财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报酬确定方式 

本期实际 

收回的本金 

预计

收益 

报告期实际

收到的收益

金额 

自有资金 

债券质押式逆回购 

1,000  2017-1-25 2017-2-1 保本保收益型 1,000  0.49 0.49 

1,000 2017-1-25 2017-2-1 保本保收益型 1,000 0.51 0.51 

1,000 2017-2-3 2017-2-10 保本保收益型 1,000 0.87 0.87 

1,000 2017-2-3 2017-2-10 保本保收益型 1,000 0.88 0.88 

3,000 2017-3-28 2017-4-4 保本保收益型  3.36  

2,000  2017-3-28 2017-4-4 保本保收益型  2.25  

小计 9,000    4,000   8.36     2.75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于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范围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理财。报告期内，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投资质押式债券逆回购的累计金额为9,000万元。 

于2017年03月31日，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债券质押式逆回购未到期本金合计5,000万元。截止报告期末没有

逾期未收回的投资理财本金和收益，无涉诉情况，未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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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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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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1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0113-001 

2017 年 01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0118-002 

2017 年 02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0209-003 

2017 年 02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0213-004 

2017 年 03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0329-005 

投 资 者 关 系 活 动 记 录 表 ， 参 见 公 司 投 资 者 关 系 互 动 平 台 （ http://irm.p5w.net/ssgs/S002463/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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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董事长：吴礼淦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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