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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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晓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沙澄波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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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6,770,782.92 2,993,028,618.26 -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079,735,334.41 2,011,818,343.95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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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81,771.35 77.61% 122,093,406.65 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3,071,535.44 -107.22% 67,405,257.52 16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7,536,084.90 -13.41% -185,121,383.17 -39.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65,611,106.50 -192.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107.22% 0.09 165.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107.22% 0.09 165.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3% -1.06% 3.27%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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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385,986.97 
出售青海恒信融股权取得的投

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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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7,986.61 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37,809.52 滞纳金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76,782,307.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47,215.43  

合计 252,526,640.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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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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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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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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英达钢结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91% 117,565,960 117,400,360 质押 117,565,960 

长沙泽洺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31% 73,375,260 0 质押 73,375,260 

珠海润霖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1% 60,790,260 0 质押 60,789,400 

宁波贝鑫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4% 58,700,180 0 质押 43,700,000 

宁波理瑞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9% 49,580,000 0 质押 49,500,000 

天津硅谷天堂恒

丰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9% 34,650,094 0   

吴晓白 境内自然人 0.60% 4,700,000 4,700,000   

刘晓疆 境内自然人 0.60% 4,700,000 4,700,000   

左建强 境内自然人 0.39% 3,090,444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民生加

银信用双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2,798,3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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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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3,375,260 人民币普通股 73,375,260 

珠海润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0,790,260 人民币普通股 60,790,260 

宁波贝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8,700,180 人民币普通股 58,700,180 

宁波理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9,5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580,000 

天津硅谷天堂恒丰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650,094 人民币普通股 34,650,094 

左建强 3,090,444 人民币普通股 3,090,44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加

银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98,321 人民币普通股 2,798,321 

陈倩影 2,797,040 人民币普通股 2,797,040 

北京华盈天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41,500 人民币普通股 2,641,500 

周小兵 2,406,8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6,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经核查，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润

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贝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理瑞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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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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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元） 报告期初（元） 变动 变动分析 

应收账款 62,471,451.35 96,791,287.97 -35.46% 
受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影响，奥地利子公司柴油发动机境外销

售业绩下滑,此外前期销售及时回款,应收账款余额下降。 

预付账款 23,718,879.10 34,374,817.43 -31.00% 采购的设备及物资到货结转预付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46,875,856.27 78,588,162.67 214.14% 为提升存量资金的使用效率，报告期进行低风险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20,000,000.00 134,000,000.00 64.18% 主要由于公司参与设立产业基金缴纳投资款所致。 

在建工程 139,166,618.83 531,657,059.73 -73.82% 报告期出售持有的青海恒信融股权，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9,535,444.46 227,244,521.42 -87.00% 报告期出售持有的青海恒信融股权，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短期借款 374,100,762.21 273,273,800.00 36.90% 报告期新增部分金融机构贷款所致。 

应付账款 65,478,504.51 158,463,556.55 -58.68% 报告期出售持有的青海恒信融股权，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预收账款 36,538,504.90 24,142,935.09 51.34% 报告期新增客户预付款。 

应交税费 24,126,805.06 58,569,439.21 -58.81% 报告期缴纳及计提税费综合影响所致。 

长期借款 31,933,668.00 208,693,561.96 -84.70% 

报告期出售持有的青海恒信融股权，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导致余

额减少 2亿元；报告期新增金融机构贷款导致余额增加 0.23

亿元。 

其他综合收益 -25,175,922.14 -44,174,008.71 43.01% 
受欧元折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的影响,外币报表折算累计负差

额减少。 

 本报告期（元） 上年报告期（元） 变动 变动分析 

销售费用 28,393,414.57 21,427,422.09 32.51% 
主要系为开拓国内发动机市场以及为即将推向市场的符合国

五排放标准的产品进行市场预销售的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15,148,197.64 4,814,241.03 214.65% 
报告期新增金融机构贷款，导致报告期借款利息支出同比增

加。 

投资收益 327,626,671.90 0 100.00% 报告期出售青海恒信融股权取得的投资收益。 

所得税费用 71,163,209.02 1,835,070.00 3777.96% 
报告期出售青海恒信融股权取得投资收益导致所得税费用同

比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5,611,106.50 -90,756,027.70 -192.66%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综合体现为净流出，同比增加

1.75亿元，主要系：1）报告期支付 16年四季度经营所得相

关税费以及主管税务机关征收的股东业绩补偿所得税，同比增

加 1.33亿元；2）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日常运营管理支

出同比增加 0.4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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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7,698,984.11 -505,633,603.34 109.43% 

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综合体现为净流入，同比差额

5.53亿元，主要系：1）出售青海恒信融股权收到处置价款导

致净流入额增加 4.23亿元；2）由此形成的合并范围变化导致

净流出额减少 2.3亿元；3）为提高存量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行

低风险投资导致净流出同比增加 1亿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2,183,827.06 678,492,754.62 -52.51% 

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综合体现为净流入，同比减少

3.56亿元，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到大股东业绩补偿款 3.5 亿元，

本报告期应收业绩补偿款尚未收到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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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前三季度，公司管理层大力推进各项生产经营及资本运营工作，并以产业基金为依托，加快企业外延式发展，致力于

实现全年经营计划，回馈广大投资者。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进展如下： 

主营业务方面：公司中奥技术团队继续深入合作，积极推进符合国五、国六排放标准的柴油发动机及柴电混合动力系统的研

发工作；公司基于已建成投产的高自动柔性批量化生产线，取得实质性销售突破并逐步实现产能爬坡；公司相关产品在军品

搭载测试、合作研发、市场开拓等方面均取得重大突破；一期二段年产11万台柴油发动机项目处于优化设计阶段，公司将根

据企业需求及市场情况适时启动。 

资本运作方面：为规避运营风险，优化资产配置，公司以4.6亿元的价格向上海惠天然转让了恒信融锂业51%的股权，为上

市公司贡献税后净利润约2.34亿元，进一步改善了公司财务状况，为公司持续经营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公司正积极寻求对

企业有战略意义的优质并购标的，以期利用10亿级产业并购基金加快外延式发展，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其他重大事项：公司股东长沙泽洺、珠海润霖、宁波贝鑫、宁波理瑞与青岛中银九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拟转让212,075,44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6.90%），涉及控股股东变更，目前该股权转让事项尚在进行中；鉴于公司迟迟未收到英达钢构

业绩补偿款，为保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权益，管理层决定通过司法途径追回业绩补偿款及相应违约赔偿，现已委托律师

事务所协助推进诉讼有关事务；截至 2017年9月30日，公司对恒信融锂业2亿元对外担保责任仍未解除，构成上海惠天然和

陈伟先生违约，管理层已采取相关措施，并拟通过诉讼方式主动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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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英达钢构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在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获得董事会、股

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且实施完毕后，江苏斯太尔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每年

实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2012 年 10

月 29 日 
36 个月 

截止目前，承诺人已向公司

全额支付了 2014 及 2015

年度业绩补偿款及相应违

约金。截至 2017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尚未取得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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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别不低于 2.3 亿元、3.4 亿元和 6.1

亿元，共计 11.8 亿元。若每期实际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数未达到上述的

净利润承诺数，英达钢构承诺将按承诺

利润数与实际盈利之间的差额以现金的

方式对斯太尔进行补偿。 

钢构业绩补偿款及相应违

约金。公司现已委托北京大

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协助推

进诉讼事宜，公司将通过司

法途径追回业绩补偿款及

相应违约赔偿。 

长沙泽

洺、珠海

润霖、天

津恒丰、

宁波贝

鑫、宁波

理瑞 

其他承诺 

承诺在其最终成为斯太尔股东，在作为

斯太尔股东期间，仅作为斯太尔的财务

投资者，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放弃所持

有的斯太尔股权所对应的提案权、表决

权，不向斯太尔推荐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人选。 

2012 年 10

月 29 日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人未发生违

反承诺的情况，该承诺事项

仍在严格履行中。 

英达钢构 其他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

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山东英达钢结构有

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承诺英达钢构及其控制的企业未来

不会从事与斯太尔业务范围相同、相似

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2015 年 12

月 15 日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人未发生违

反承诺的情况，该承诺事项

仍在严格履行中。 

英达钢构 其他承诺 

为保护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公

司控股股东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出

具了《保持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性的承诺函》，承诺会保持公司人员的

独立性、资产的独立性、机构的独立性、

财务独立性及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2015 年 12

月 15 日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人未发生违

反承诺的情况，该承诺事项

仍在严格履行中。 

英达钢构 其他承诺 

为保护公司的合法利益，公司控股股东

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承诺英达钢构及其子公

司将尽量避免、减少与公司发生关联交

易。 

2015 年 12

月 15 日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人未发生违

反承诺的情况，该承诺事项

仍在严格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英达钢构未在规定时间内向公司支付 2016 年度业绩补偿款及相应违约金，公司现已委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进行诉讼，将通过司法途径追回业绩补偿款及相应违约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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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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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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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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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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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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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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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晓疆 

                                                         201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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