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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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晓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沙澄波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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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37,456,216.29 40,095,076.86 -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552,472.66 -35,016,221.14 -2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1,335,086.33 -37,006,726.17 -38.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077,778.25 -14,943,646.44 -342.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3% -2.32%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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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8,070,872.03 2,993,028,618.26 -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75,663,369.78 2,011,818,343.95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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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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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879.2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797,631.4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48,897.0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82,000.00  

合计 6,782,613.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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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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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91% 117,565,960 117,400,360 质押 117,390,000 

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31% 73,375,260 0 质押 73,375,260 

珠海润霖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1% 60,790,260 0 质押 60,014,800 

宁波贝鑫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4% 58,700,180 0 质押 43,000,000 

宁波理瑞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4% 50,000,000 0 质押 49,500,000 

天津硅谷天堂恒丰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9% 39,350,052 0   

吴晓白 境内自然人 0.60% 4,700,000 4,700,000   

刘晓疆 境内自然人 0.60% 4,700,000 4,700,000   

张宇 境内自然人 0.42% 3,335,0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民生加银信用双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7% 2,93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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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3,375,260 人民币普通股 73,375,260 

珠海润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790,260 人民币普通股 60,790,260 

宁波贝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700,180 人民币普通股 58,700,180 

宁波理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0 

天津硅谷天堂恒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39,350,052 人民币普通股 39,35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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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合伙） 

张宇 3,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35,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加银信用

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939,421 人民币普通股 2,939,421 

北京华盈天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41,500 人民币普通股 2,641,500 

陈太升 2,336,600 人民币普通股 2,336,600 

张韬 2,023,7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3,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经核查，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润

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硅谷天堂恒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宁波贝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理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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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 报告期初 变动 变动分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24,000,000.00 134,000,000.00 67.16% 
为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加快公司外延式发展步伐，参与设立产

业基金而缴纳投资款。 

 本报告期 上年报告期 变动 变动分析 

销售费用 8,759,187.07 5,797,934.08 51.07% 
为即将推向市场的国产化产品进行市场开拓与市场宣传发生的

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131,768.73 1,286,879.39 65.65% 
2016年下半年新增金融机构贷款，导致报告期借款利息支出同

比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6,077,778.25 -14,943,646.44 -342.18%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综合体现为净流出，同比增加

0.51亿元，主要原因为：受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持续影响，柴油

发动机业务境外销售业绩下滑，销售量回落。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9,651,766.33 -77,541,500.42 -80.10% 

本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综合体现为净流出，同比增

加0.62亿元，主要系缴纳产业基金投资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983,218.72 6,980,221.21 -515.22% 

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综合体现为净流出，去年同期

为净流入，同比差额0.35亿元，主要系报告期归还借款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34,562,226.67 -84,448,882.91 -177.76% 

报告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变动综合体现为净减少，净减少额

同比增加1.5亿元，主要变动原因为（1）柴油发动机业务板块受

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持续影响，部分业务领域的经营业绩持续

下滑，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2）碳酸锂扩产项目部分外部

融资到期，使得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同比增加；（3）公司参与设

立产业基金并实缴出资，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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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和《发行监管

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法规进行了调整。由于公司本次拟发行的股

份数量超过发行前总股本的20%，已不符合最新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包括“年产

11万台柴油发动机项目”在内的其他项目将按计划继续优化并实施，以期逐步形成本土化研发和生产优势，满足柴油发动机

军品及民品领域的市场需求。 

报告期内，柴油发动机板块凭借年产3万台高自动化的柔性生产线的建成投产和不断加大的研发投入力度，获得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认可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陆续取得符合国五排放标准的柴油发动机产品公告，并与国内外诸多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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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尤其在增程器领域）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和样机搭载合同，为实现柴油发动机板块规模化盈利能力奠定了基础。为了

顺应智能制造的发展趋势，公司与西门子签署了智能工厂咨询协议，着手从智能产品、智能研发、智能制造、智能供应链、

智能生产、智能服务和智能营销这七个层面对一期二段项目进行智能工厂规划，相关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过程中。 

2017年4月12日，公司董事会决定以合理的价格转让青海恒信融锂业全部股权，并与上海惠天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正式启动转让恒信融锂业51%股权的相关事项。截至目前，上海惠天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依

据协议，在规定期限内向公司支付了5,000万元定金。由于股权转让交易价格将以中介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进行双方

协商确定，目前尚无法预计该股权转让事项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程度，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终止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7 年 03 月 17 日 
《关于终止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0） 

恒信融锂业股权转让事项 2017 年 04 月 12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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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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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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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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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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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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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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晓疆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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