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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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报告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董事均出

席了会议并一致同意本季度报告。 

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公司负责人赵伟国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秦蓬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赵吉飞女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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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96,207,740.50  37,103,724,746.83 1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682,413,930.38  23,804,642,288.44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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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4,576,789.09 19.38% 27,021,855,245.69 5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9,625,949.90  25.62% 1,126,124,996.10 11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66,517,097.65  28.11% 789,444,957.74  98.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207,725,562.66 -138.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7 25.62% 1.080 39.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7 25.62% 1.080 39.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0.23% 4.64%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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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2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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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440,36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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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723,730.8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051,027.2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4,526,141.45   

其中：投资项目发生的中介费、审查费及其他一次性费用 -4,176,9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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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产品等收益 68,703,102.09   

减：所得税影响额 91,772,371.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0,638,095.98   

合计 336,680,0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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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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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590 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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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4.50% 568,099,865 543,370,265 质押 271,685,132 

中加基金－杭州银行－中加科兴

国盛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7.59% 79,136,690 79,136,690  0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期 2 号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4.57% 47,680,616 47,680,616  0 

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6% 40,282,174 0  0 

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5% 35,971,223 35,971,223  0 

北京国研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5% 35,971,223 35,971,223 质押 34,532,374 

上海华信长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5% 35,971,223 35,971,223 质押 12,000,000 

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2% 28,398,333 28,398,333  0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期 1 号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1.94% 20,257,478 20,257,478  0 

西藏健坤爱清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1% 9,466,111 9,466,111 质押 9,46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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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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0,282,174 人民币普通股 40,282,174 

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 24,72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4,729,600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3,300,093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93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0,000 

宁波大榭开发区虹雪贸易有限公司 1,978,254 人民币普通股 1,978,25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1,531,427 人民币普通股 1,531,42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25,309 人民币普通股 1,325,309 

苏其云 1,25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5,500 

张财嘉 1,001,059 人民币普通股 1,001,059 

李伟东 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是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是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

司、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方计算

机有限公司和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和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是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此

之外，本公司对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不详。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股东苏其云持有的公司 1,255,500 股股份、张财嘉持有的公

司 1,001,059 股股份和李伟东持有的公司 830,000 股股份均为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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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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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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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元） 增减比例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239,008,942.95    100.00% 

预付款项 682,960,086.25  314,884,049.16  116.89% 

存货 4,521,406,740.41  3,019,670,765.82  49.7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91,036,666.37  570,499,666.37  -31.46% 

长期应收款 1,159,355,392.81  3,795,225.24  30,447.74% 

短期借款 1,106,150,945.60  100,143,163.41  1,004.57% 

应付账款 3,429,311,629.20  2,578,786,468.48  32.98% 

应付股利   173,789,736.27  -100.00% 

递延收益 209,019,678.42  6,533,797.64  3,099.05% 

其他综合收益 207,094,526.84  351,217,564.80  -41.04% 

项  目 2017 年 1－9 月（元） 2016 年 1－9 月（元）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7,021,855,245.69        17,765,325,454.59  52.10% 

营业成本        20,818,207,429.49        14,636,220,541.90  42.24% 

销售费用 1,904,956,607.77 1,146,762,676.74 66.12% 

管理费用         2,561,909,394.98          1,456,830,153.07  75.86% 

财务费用 95,789,149.75 40,255,970.44 137.95% 

资产减值损失 179,330,668.25 32,138,910.20 457.99% 

其他收益 343,858,252.80  100% 

营业外收入 308,051,924.97 173,678,582.05 77.37% 

所得税费用 353,839,345.02 -31,690,134.96 1,216.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725,562.66  533,947,345.17  -138.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0,122,970.26  -17,044,209,577.91  94.4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6,251,659.42  19,180,646,235.78  -96.06% 

变动原因说明：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比 2016 年 12 月 31 日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子公司

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购买无固定期限的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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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付款项、应付账款比 2016 年 12 月 31 日增加主要是公司子公司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采

购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3）存货比 2016 年 12 月 31 日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子公司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紫光数码（苏州）集团

有限公司业务扩大所致；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他综合收益比 2016 年 12 月 31 日减少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部分北京千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所致； 

（5）长期应收款比 2016 年 12 月 31 日增加主要是公司子公司紫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新增业务所致； 

（6）短期借款比 2016 年 12 月 31 日增加主要是公司子公司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业务扩大资金

需求增加所致； 

（7）应付股利比 2016 年 12 月 31 日减少主要是公司子公司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分配少数股东股利所致； 

（8）递延收益比 2016 年 12 月 31 日增加主要是公司子公司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待结转损益的政府补助收

益增加所致； 

（9）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去年同期公司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将新华三集团有限公

司纳入合并范围以及公司各业务持续增长所致； 

（10）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资产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去年同期公司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将

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11）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去年同期公司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将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纳入合

并范围以及本期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12）其他收益、营业外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去年同期公司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将新华三集团有

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以及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3）所得税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公司利润大幅增长所致； 

（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公司子公司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紫光数码（苏

州）集团有限公司业务扩大以及结算方式变化所致； 

（1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去年同期公司完成对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收购对外支付股权收购款所致； 

（1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公司去年同期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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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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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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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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1）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 

金额（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 

账面值（元） 

报告期 

损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002373 千方科技 80,488,940.59  32,660,000  2.96% 19,500,000 1.77% 271,245,000.00 175,476,567.4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增发

股份 

合计 
 

80,488,940.59    32,660,000  19,500,000  271,245,000.00  175,476,567.40  
  

（2）持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权情况 

所持对象名称 
初始投资 

金额（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 

账面值（元） 

报告期 

损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北京绿创环保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 
19,552,782.00 3,903,582  3.90% 3,903,582  3.90% 4,131,093.30  --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发起人 

股份 

北京时代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37,564,560.00 7,275,760  12.04% 7,275,760  12.04% 32,255,340.09  218,272.8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发起人和增

发股份 

合计 57,117,342.00 11,179,342   11,179,342   36,386,433.39 218,2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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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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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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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和未来发展方向 

2017 年 9 月 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和未来发展方向 

2017 年 9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和未来发展方向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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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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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董事长： 赵伟国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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