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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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宋济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秋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傅光秀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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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14,316,159.96 1,718,831,356.39 80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20,554,970.21 1,090,786,188.35 2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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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4,708,094.13 4,027.30% 5,575,324,200.04 1,42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883,964.61 2,715.18% 67,960,536.39 1,24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6,029,092.93 4,541.29% 69,037,768.27 4,232.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1,348,820.03 638.43% 267,312,319.07 337.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2,400% 0.14  1,3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2,400% 0.14  1,3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4% 2.87% 5.12%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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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4,2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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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0,305.65  

债务重组损益 -4,306,870.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1,463.9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2,110.57  

合计 -1,077,23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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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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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0,356,645.39 

公司在经营供应链管理服务时会涉及到大量的进出口业务，尤其

是境外代采、产品出口及外币融资时候会涉及到本位币及不同货

币的转换和收付汇的时间性差异，为此公司根据实际业务情况与

银行进行远期结售汇、外汇期权、外汇掉期等交易以规避外汇波

动风险。公司将该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投资收益 3,113,648.2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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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9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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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0% 138,500,000  质押 130,000,000 

富裕仓储（深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38% 128,541,423 128,541,423   

宋济隆 境内自然人 9.78% 68,364,628 57,898,628 质押 49,000,000 

九江易维长和信息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0% 25,204,200 25,204,200   

母刚 境内自然人 2.92% 20,396,732 20,396,732 质押 6,000,000 

许丽萍 境内自然人 2.90% 20,250,300 20,250,300 质押 13,000,00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2% 17,655,542 17,655,542   

刘志新 境内自然人 0.90% 6,301,050 6,301,050   

宁波德斯瑞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4,973,395    

苏州亚商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9% 4,410,735 4,41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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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8,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500,000 

宋济隆 10,4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66,000 

宁波德斯瑞投资有限公司 4,973,395 人民币普通股 4,973,395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润之信 61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53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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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峰 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 

深圳市汉华泰业贸易有限公司 2,299,3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9,30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1,839,372 人民币普通股 1,839,372 

宁波昊辉电池配件有限公司 1,666,938 人民币普通股 1,666,938 

秦燕芳 1,5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8,800 

周湘龙 1,483,294 人民币普通股 1,483,2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宋济隆和许丽萍夫妇各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东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0%和 30%的股权，该三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是一致行动人，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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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汉华泰业贸易有限公司通过普通帐户持有 14,600 股，通过

证券公司信用担保证券帐户持有 2,284,700 股，实际持有 2,299,300

股。 

其他 
宋济隆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 63,273,628 股外，还通过中融基金－

海通证券－宋济隆持有 5,091,000 股，合计持有 68,36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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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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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于2017年7月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年富供

应链100%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其中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11,715,282股，于8

月22日在深交证券交易所上市；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2,007.000股，于9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

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 

2017 年 07 月 15 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事项获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的公告》（公告号：2017-027）刊

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产过

户完成 

2017 年 07 月 18 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资产过户完成情况的公告》（公告号：2017-029）刊登于《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

况暨新增股份上市 

2017 年 08 月 18 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公告号：2017-033）

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

况暨新增股份上市 

2017 年 09 月 20 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公告号：2017-039）

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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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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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110% 至 128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4,000 至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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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156.7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收购年富供应链 100%股权，8 月开始纳入合并报表； 

2、行业景气度提升，市场拓展力度加大，销售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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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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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及子公司经营情况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宋济隆 

2017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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