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2903             证券简称 ：宇环数控             公告编号：2017-013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17 年 10 月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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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许世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任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杨任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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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654,172.26 419,054,325.55 1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28,330,237.73 289,661,019.11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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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88,732.59 22.66% 199,128,547.90 3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9,977,891.77 -0.57% 67,289,676.14 3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8,370,038.97 -7.46% 61,536,586.15 30.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090,078.40 -153.40% 31,902,709.80 -12.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64 -0.56% 0.8972 39.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64 -0.56% 0.8972 39.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0% -21.64% 21.90%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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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44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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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7,005.0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48.75  

减：所得税影响额 965,266.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2,548.99  

合计 5,753,08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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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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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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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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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世雄 境内自然人 51.00% 38,250,000 38,250,000   

许燕鸣  境内自然人 9.92% 7,437,500 7,437,500   

许亮  境内自然人 6.50% 4,875,000 4,875,000   

深圳市华腾一号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2% 4,812,500 4,812,500   

周晓红 境内自然人 4.67% 3,500,000 3,500,000   

许梦林 境内自然人 3.50% 2,625,000 2,625,000   

深圳市达晨创泰

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0% 2,025,000 2,025,000   

深圳市达晨创恒

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5% 1,987,500 1,987,500   

彭关清 境内自然人 2.25% 1,687,500 1,687,500   

深圳市达晨创瑞

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5% 1,612,500 1,6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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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许燕鸣系许世雄之妹、许亮系许世雄之子，根据许世雄、许燕鸣、许亮签订的《一致行

动协议》，该三人为一致行动人；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

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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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合伙人均为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均为刘昼，根据深圳市

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一致行动关系确认函》，该三名法人股

东为一致行动人；许梦林系许世雄之弟、周晓红系许世雄配偶之兄之配偶。除此之外，

其他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备注：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尚未挂牌上市，本表数据来源于公司 2017 年 9 月 25 日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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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167,507.70 3,331,402.29 -64.95  主要系本期票据结算方式减少 

  预付款项 10,665,813.41 2,201,563.08 384.47  主要系采购量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099,051.62 357,358.97 487.38  主要系预付上市相关费用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2,051,852.23 7,173,529.09 -71.40  主要系部分在建工程转固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0.00 84,622.33 -100.0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完毕 

  应付票据 41,094,113.70 13,683,594.00 200.32  主要系采购量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52,701,767.15 27,402,322.76 92.33  主要系采购量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6,808,867.50 17,465,801.72 -61.02  
主要系年初部分预收账款实现销售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76,298.88 3,458,764.94 -86.23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7,611,945.49 26,693,459.27 -71.48  
主要系期初未交税金本期完成缴纳

所致 

  其他应付款 468,823.16 1,495,318.62 -68.65  
主要系上年计提的咨询费于本期支

付所致 

  预计负债 1,789,109.32 4,880,761.30 -63.34  
主要系本期因产品销售型号不同，

计提的售后服务费比上年减少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99,128,547.90 150,940,503.88 31.93  主要系大客户销售订单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02,006,297.24 53,892,863.89 89.28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税金及附加 2,085,805.11 1,509,677.21 38.16  
主要系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调整

列报所致 

营业外收入 7,335,848.16 1,691,150.39 333.78  
主要系前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在

本期完成项目验收所致 

营业外支出 393,193.59 24,624.07 1,496.79  主要系固定资产清理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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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9,945,009.99 717,981.10 1,285.14  
主要系本期即征即退增值税

返还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193,223.21 7,118,273.59 -41.09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

资金较上期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48,020,126.72 29,921,183.61 60.49  

主要系因 2016 年较 2015年

利润大幅增长，本期支付的

2016年度企业所得税比上期

支付的 2015年度企业所得

税额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5,162,153.79 16,683,017.12 170.71  
主要系本期支付承兑汇票保

证金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9,300,399.61 2,614,033.63 255.79  

主要系本期支付工程款以及

设备款的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30,000,000.00 15,000,000.00 100.00  主要利润分配金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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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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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 至 5.77%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7,500 至 8,5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8,036.5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客户订单变动引起净利润正常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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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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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