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2747              证券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17-047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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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袁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郝慧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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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28,612.43 96,054,303.20 4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381,323.80 5,105,347.72 16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355,552.30 3,141,755.45 102.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436,938.74 -17,226,739.19 -192.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2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2 1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2% 1.02%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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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4,728,929.33 1,880,929,341.79 1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65,884,200.89 1,452,797,458.82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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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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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97,325.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8,848.26  

减：所得税影响额 4,113,497.5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502,394.55  

合计 7,025,77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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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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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派雷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90% 99,000,000 99,000,000   

埃斯顿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32% 45,000,000 45,000,000   

南京埃斯顿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5% 36,000,000 36,000,000   

融通资本－工商银行－融通资本聚盈 19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2.05% 5,649,328 5,649,328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行－华润深国投信托

－华润信托·银安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91% 5,270,410 5,270,410   

建信基金－光大银行－陕国投信托－陕国

投·财富尊享 18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87% 5,167,068 5,167,068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华能贵诚信托－华能

信托·招诚 2 号开放式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77% 4,891,491 4,891,491   

申万菱信基金－光大银行－陕西省国际信托

－陕国投·财富尊享 15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59% 4,374,784 4,374,784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行－华润深国投信托

－华润信托·长阳精选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50% 4,133,654 4,133,654   

司景戈 境内自然人 1.31% 3,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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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景戈 3,6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1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瞰金 32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59,758 人民币普通股 1,759,758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瞰金 28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55,980 人民币普通股 1,755,980 

叶栋华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工业 4.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597,732 人民币普通股 597,732 

高静远 558,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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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友 512,900 人民币普通股 512,9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12,400 人民币普通股 512,4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449,900 人民币普通股 449,900 

刘克秋 447,491 人民币普通股 447,4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波分别通过持有南京派雷

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96.89%股权、埃斯顿控股有限

公司 100%股权和南京埃斯顿投资有限公司 32%

股权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2）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属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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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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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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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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相关重要事项情况详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南京埃

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2017 年 01 月 17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

/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020229?anno

unceTime=2017-01-17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首次

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2017 年 01 月 18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

/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022597?anno

unceTime=2017-01-18 

公司子公司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通过高新

技术企业认证 
2017 年 01 月 26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

/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055906?anno

unceTime=2017-01-26 

全资子公司收购 TRIO MOTION TECHNOLOGY 

LIMITED 股权 
2017 年 02 月 06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

/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064737?anno

unceTime=2017-02-06 

全资子公司收购 TRIO MOTION TECHNOLOGY 

LIMITED 股权的进展情况 
2017 年 04 月 14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

/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296347?an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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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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eTime=2017-04-14 

公司拟策划及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 

2017 年 02 月 28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

/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111527?anno

unceTime=2017-02-28 

2017 年 03 月 22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

/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182812?anno

unceTime=2017-03-22 

2017 年 04 月 12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

/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283266?anno

unceTime=2017-04-12 

公司全资子公司拟收购 BARRETT TECHNOLOGY 公

司部分股 权并增资 
2017 年 04 月 13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

/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290999?anno

unceTime=2017-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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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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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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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至 90.00%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3,127.89 至 4,245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234.2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系统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运动控制及交流伺服系统业务稳步增长，收购公司并表及

协同效应初见效果。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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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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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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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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2-15/1

203085743.PDF?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3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个人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3-23/1

203190046.PDF?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3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3-27/1

203207986.PDF?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3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7-03-30/1

203235389.PDF?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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