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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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相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林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林富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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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3,040,708,414.86

11,252,689,878.30

15.89%

7,674,505,440.18

7,370,488,300.36

4.12%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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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5,130,872.61

61.71%

7,743,380,349.35

54.19%

126,340,739.73

-22.37%

445,357,299.94

2.23%

114,839,777.37

-25.84%

410,204,084.82

0.30%

-146,373,318.29

-95.65%

-330,429,045.82

-1956.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33.33%

0.08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33.33%

0.08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下降 0.16 个百分点

5.90%

下降 1.46 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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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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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40,030.12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搬迁奖励
42,476,143.37 费 2,406 万元以及其他政府补贴
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32,597.8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883,408.98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说明

11,686,705.97
92,259.18
35,153,21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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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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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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7,850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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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王相荣

境内自然人

15.09%

846,463,076

634,847,308 质押

520,880,350

王壮利

境内自然人

11.93%

669,196,438

501,897,326 质押

546,182,278

徐先明

境内自然人

8.87%

497,444,636

477,733,858 质押

493,405,000

何若萌

境内自然人

2.24%

125,889,327

125,889,327

刘璐

境内自然人

2.24%

125,889,327

125,889,327 质押

32,4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0%

95,546,770

95,546,770 质押

95,514,650

境内自然人

1.50%

83,884,164

0 冻结

2,100,000

国有法人

1.36%

76,286,920

0

境内自然人

1.11%

62,452,548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56,134,263

淮安明硕投利明
信息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王洪仁
中国水务投资有
限公司
郑晓东

59,979,798 质押

62,449,798

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华润
信托·增利 26 号

0

单一资金信托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王相荣

211,615,768 人民币普通股

211,615,768

王壮利

167,299,112 人民币普通股

167,299,112

王洪仁

83,884,164 人民币普通股

83,88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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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76,286,920 人民币普通股

76,286,920

56,134,263 人民币普通股

56,134,263

54,855,388 人民币普通股

54,855,38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42,006,45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6,450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39,592,759 人民币普通股

39,592,759

35,662,049 人民币普通股

35,662,049

24,229,610 人民币普通股

24,229,61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
信托·增利 26 号单一资金信托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霞 78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珠海中兵广发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西安海联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王相荣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王壮利为其胞弟；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2、淮安明硕投利明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为徐先明控制的企业；

说明

3、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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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主要系本期公司业务收入增长导致应收账款增

应收账款

4,001,363,490.40

2,812,089,692.02

42.29%

预付款项

395,707,174.99

189,798,025.74

108.49%

其他应收款

389,630,302.23

258,663,374.16

50.63%

72,970,538.03

166,727,710.69

-56.23%

其他流动资产

说明

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公司业务扩大，与预充值无账期的
媒体合作数量增加，期末充值未消耗完毕所致。
主要系本期公司业务规模扩大，支付的媒体保
证金增加所致。
主要系公司去年购买的理财产品本期到期赎回
所致。
主要系本期公司东部产业聚集区厂房及相关设

固定资产净值

826,529,965.73

403,512,094.37

104.83%

施达到可使用状态，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核算 3.69 亿元；新增机器设备余约 6,300 万元。
主要系本期公司东部产业聚集区厂房及相关设

在建工程

197,259,405.81

464,863,584.94

-57.57%

施达到可使用状态，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核算。
主要系本期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导致银行借款增

短期借款

1,553,066,838.52

783,402,190.00

98.25%

应付票据

60,711,442.40

33,285,615.00

82.40%

应付账款

1,931,173,493.68

1,456,003,816.50

32.64%

64,605,361.60

94,304,863.02

-31.49%

2,682,760.42

1,525,107.37

75.91%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利息

加所致。
主要系公司向供应商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所致。
主要系本期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应付账款相应
增长所致。
主要系本期公司支付了上年度已计提的员工年
终奖所致。
主要系本期公司银行借款增加，导致期末已计
提尚未支付的利息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温岭市土地收储中心支付

专项应付款

380,136,536.00

206,250,000.00

84.31%

的土地附着物补偿费 10,513.6536 万元、土地
收购补偿费 6,875 万元所致。

实收资本（或股
本）

5,607,625,387.00

1,606,698,532.00

249.02%

467,544,409.43

4,589,691,217.54

-89.81%

主要系本期公司实施了 2016 年权益分派方案：
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25 股。

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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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储备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3,942,161.19

2,782,410.32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7,743,380,349.35

5,022,009,865.61

41.68%

主要系本期公司计提的安全生产费增加所致。

变动幅度

说明
主要系本期公司数字营销板块业务拓展，业务

54.19%

规模扩大所致。
主要系本期公司数字营销板块业务规模扩大，

营业成本

6,515,752,824.48

3,879,205,349.68

67.97%

相应成本增加以及机械制造板块原材料价格上
升导致成本增加。
主要是本期改变核算方式，房产税、土地使用

税金及附加

税等税费由“管理费用”转到“税金及附加”
28,394,753.92

18,978,898.55

49.61%

核算以及本期营业收入增加，相应税费增加所
致。
主要系本期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导致相应费用增

销售费用

309,205,867.24

227,833,457.41

35.72%

财务费用

55,402,919.99

25,105,429.48

120.68%

资产减值损失

23,387,456.75

50,403,593.83

-53.60%

主要系本期公司银行借款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
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回已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
款所致。
主要系去年同期公司将未履行完毕的远期结售

公允价值变动收
-

益

营业外收入

加所致。

10,930,847.50

-100.00%

汇合约按远期汇率计算并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本期公司已无相关业务。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搬迁奖励费 2,406 万元以

52,591,439.59

22,038,847.90

138.63%

及政府补贴收入增加所致。
主要系去年同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利欧天鹅

投资收益

15,163,657.73

22,063,459.90

-31.27%

处置其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本期公司无
该项收益。
主要系本期部分子公司因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成

所得税费用

62,283,089.93

109,609,205.11

-43.18%

功，税率由 25%下调到 15%；部分新增子公司享
受税收优惠政策。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1-9 月

变动幅度

-16,065,246.93

-1956.79%

主要系公司数字营销业务板块营业收入大幅增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0,429,045.82

主要系公司本期对外投资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279,247,122.81

-1,814,027,025.84

-84.61%

615,025,262.33

1,536,360,656.82

-59.97%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长以及公司与客户端、媒体端的结算政策变化
共同导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说明

所致。
主要系本期公司偿还银行借款金额较去年同期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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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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2016 年 01 月 28 日

2016 年 05 月 31 日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利欧股份：第二期员工持
股计划》
巨潮资讯网：
《利欧股份：关于公司第二
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2017 年 08 月 31 日

2017 年 09 月 15 日

2016 年 06 月 21 日

2016 年 07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
议决议公告》
巨潮资讯网：
《利欧股份：关于第二期员
工持股计划进展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
《利欧股份：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巨潮资讯网：
《利欧股份：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6 年 08 月 02 日

2017 年 04 月 01 日

2017 年 04 月 01 日

2017 年 05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
《利欧股份：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
《利欧股份：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预案》
巨潮资讯网：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中止公司公开发行可

2017 年 08 月 30 日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审核的
公告》

2017 年 09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预案（修订稿）》
巨潮资讯网：《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2017 年 09 月 13 日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
馈意见回复及提交恢复审查申请的公
告》

2017 年 09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徐佳亮、徐晓峰将股
份赠送给其他股东的公告》

股份赠送
2017 年 09 月 29 日
2016 年度权益分派

2017 年 04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
巨潮资讯网：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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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议公告》
巨潮资讯网：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2017 年 04 月 22 日

告》
巨潮资讯网：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2017 年 06 月 06 日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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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迹象信息技
术（上海）有 股份限售承
限公司;徐佳

诺

亮;徐晓峰

份，自新增股份上市日起 36 个月内

2016 年 09 月 2019 年 9 月
不得转让。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
履行中
09 日
9 日止
其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
和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将 1,000,000 股股票（含该等股票因

徐佳亮

股份限售承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赠股本等事项 2016 年 09 月 2021 年 9 月
诺

而增加的股份）在原有 36 个月锁定 09 日

9 日止

履行中

期届满后自愿延长锁定 24 个月。
智趣广告于 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应实现的年度经审核税后

迹象信息技
术（上海）有 业绩承诺及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限公司;徐佳

补偿安排

亮;徐晓峰

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5,800
万元、7,540 万元、9,802 万元。否
则，徐佳亮、徐晓峰、迹象信息将

2016 年 01 月 2018 年 12
01 日

月 31 日止

履行中

按照《智趣广告业绩补偿协议》的
约定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万圣伟业于 2015 年度、2016 年度、
2017 年度应实现的年度经审核税后
净利润（指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扣除非经

徐先明、淮安 业绩承诺及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2015 年 05 月 2017 年 12
明硕

补偿安排

利润）分别不低于 14,800 万元、

05 日

月 31 日止

履行中

18,561 万元、23,125 万元。否则徐
先明、淮安明硕将按照《万圣伟业
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
定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刘璐、何若萌 业绩承诺及 微创时代于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5 年 05 月 2017 年 12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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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安排

2017 年度应实现的年度审核税后净 05 日

月 31 日止

利润（指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 6,000 万元、7,200
万元、9,360 万元。否则刘璐、何若
萌将按照《微创时代业绩补偿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对上市公司进
行补偿。
詹嘉、李翔、
张璐、李劼、
刘阳、王英
杰、孙唯一、
田斌、郑晓

股票锁定期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部分股份 2014 年 12 月 2017 年 12
承诺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对外转让

24 日

月 31 日止

履行中

东、段永玲、
郭海
徐先明、淮安
明硕、刘璐、
何若萌

股票锁定期
承诺

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向其
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5 年 12 月 2018 年 12
01 日

月 14 日止

履行中

博时基金、兴
业全球基金、
富国资管、国
投瑞银基金、 股票锁定期
九泰基金、财 承诺
通基金、中融

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向其
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6 年 09 月 2017 年 9 月
05 日

9 日止

履行完毕

基金及前海
人寿
王相荣承诺：1、在公司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王相荣、王壮

司股份。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2006 年 08 月

资时所作承诺

诺。王壮利、颜土富承诺：在公司 08 日

利、颜土富

长期有效

履行中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为：2016
股权激励承诺

公司

股权激励承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公 2016 年 08 月 2019 年 12
诺

司互联网板块（本文所指的互联网 02 日

月 31 日止

履行中

板块包括公司数字营销板块、互动
娱乐板块以及公司未来开展的与互
10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联网服务业务相关的业务板块）实
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43 亿元、
5.63 亿元、6.79 亿元、8.01 亿元；
互联网板块实现的净利润占公司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各年度净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不
低于 65%、70%、75%、80%。
1、利润的分配形式：公司采取现金、
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
分配股利，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的
前提下，应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
利润；2、现金分配的条件和比例：
在当年盈利的条件下，且在无重大
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时，
公司应当采用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一般不少于
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
十，且三个连续年度内以现金方式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未来三年股
公司

东回报规划
承诺

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2015 年 03 月 2017 年 12
3、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公司可以 10 日

月 31 日止

履行中

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
现 金流状况，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
分配条件和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
提下，保持股 本扩张与业绩增长相
适应，采取股票股利等方式分配股
利；4、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在满
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
司将积 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 据公司盈利情
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
期现金分红。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不存在超期未履行的承诺。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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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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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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至

30.00%

56,253.29

至

73,129.28

度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56,253.29

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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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9 月 0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7 年 09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深交所互动易：
《2017 年 9 月 1 日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深交所互动易：
《2017 年 9 月 4 日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相荣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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