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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47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18-013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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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诸春华 董事 出差 吴波 

公司负责人吴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袁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郝慧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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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2,498,989.43 135,228,612.43 12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077,311.60 13,381,323.80 3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761,214.80 6,355,552.30 147.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4,073,081.52 -50,436,938.74 -165.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 0.92% 0.25%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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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4,644,674.36 3,229,275,238.56 -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78,222,121.85 1,537,282,714.50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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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7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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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1,318.4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4,396.73  

减：所得税影响额 447,282.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7,457.93  

合计 2,316,096.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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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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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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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83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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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派雷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42% 297,000,000    

埃斯顿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10% 135,000,000    

南京埃斯顿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8% 108,000,000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境外法人 1.42% 11,947,263    

UBS AG 境外法人 1.41% 11,828,206    

司景戈 境内自然人 1.26% 10,598,800    

融通资本－工商银行－融通资本

聚盈 19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4% 8,685,384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行－华润

深国投信托－华润信托·银安 1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4% 7,905,615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

安信托－长安投资 960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78% 6,580,1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

瞰金 28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51% 4,31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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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派雷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29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7,000,000 

埃斯顿控股有限公司 13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000,000 

南京埃斯顿投资有限公司 10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000,000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11,947,263 人民币普通股 11,947,263 

UBS AG 11,828,206 人民币普通股 11,828,206 

司景戈 10,59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9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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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资本－工商银行－融通资本聚盈 19 号资产管理计

划 
8,685,384 人民币普通股 8,685,384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行－华润深国投信托－华润信

托·银安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905,615 人民币普通股 7,905,615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长安投资 96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580,100 人民币普通股 6,580,1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瞰金 28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4,316,181 人民币普通股 4,316,1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波分别通过持有南京派雷斯特科技有限公

司 96.89%股权、埃斯顿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南京埃斯顿投资

有限公司 32%股权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2）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注： 数据来源于中国登记结算下发的前 100 名证券持有人名册（未合并融资融券信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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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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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35,929,388.62 370,202,985.47 -36.27% 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借款所致 

  应收利息 809.10 405,000.77 -99.80% 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息已收回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457,210.21 1,119,322.62 119.53% 
主要系报告期内长期摊销类项目摊销增加所

致 

  应交税费 7,115,643.06 17,919,721.87 -60.29% 
主要系年初应交增值税及所得税金额较大所

致 

  应付利息 - 848,071.63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息已支付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 2,926,736.16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预提费用已支付所致 

  预计负债 - 1,674,262.41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项目已验收所致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02,498,989.43 135,228,612.43 124% 

主要系报告期内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系统业务

增长超过 200%、运动控制系统增长超过 100%

及并表范围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79,953,712.91 88,156,763.50 104% 
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相应的营业

成本同比增加及并表范围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1,236,793.71 951,497.20 30% 
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相应的营业

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及并表范围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18,322,971.93 12,059,389.11 52% 
主要系报告期内营销人员投入增加及并表范

围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81,833,431.33 32,005,643.89 156% 
主要系报告期内研发人员增加且研发投入增

加及并表范围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6,158,682.20 480,751.81 1181% 
主要系报表期内贷款利息增加及并表范围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7,827.56 2,196,710.19 -96% 主要系报告内应收款项减值准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706,282.94 2,773,077.59 -38% 主要系报表期内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6,289,881.04 
 

  主要系政府补助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54,877.89 -104,510.13 -47% 主要系报告期内资产类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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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外收入 1,189,569.17 19,311,743.63 -94% 

主要系报告期内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同时由于政府补助的减少导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幅度与营业收入

123.69%增长幅度不一致 

营业外支出 4,177.87 9,058.52 -54% 主要系报告期内日常经营外支出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2,171,873.38 4,064,416.30 -47% 主要系报告内所得费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172,313,149.39  

       

97,905,726.93  
76% 

主要系报告期内机器人业务高速增长、运动

控制系统快速增长及并表范围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5,220,846.18  

        

3,696,237.76  
41% 主要系报告期内税费返还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87,038,440.07  

       

92,162,931.27  
103% 

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相应的采购

支出同比增加及并表范围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80,861,519.08  

       

32,022,379.36  
153% 

主要系报告期内员工人数增加及并表范围增

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640,429.63  

       

11,475,989.56  
80%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的税费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2,886,821.20  

        

1,635,953.33  
76% 主要系报告期内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100.00  

           

85,485.81  
-1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资产减少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068,340.00  

       

55,712,000.00  
-98% 主要系报告期内吸收投资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23,585,000.00  

      

210,389,500.00  
-41% 主要系报告期内取得借款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69,970,000.00  

      

100,179,906.46  
70% 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债务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173,804.52  

          

204,958.78  
2424%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利息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403,174.54  

           

83,832.81  
-581% 主要系报告期内汇兑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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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股权激励的情况说明 

2017年12月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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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5.87元/股，授予日为2017年12月8日。

2018年1月23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之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

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向36名激励对象授予2,400,000股限制性股票。 

2、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00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0,000,000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南京埃斯顿

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5]105号）同意，公司股票于2015年3月20日起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份限售承诺期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3月20日，解

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540,000,000股，解除股份限售的法人股东分别为南京派雷斯特科技有限公司、埃斯顿控股有限公司、

南京埃斯顿投资有限公司。 

3、持股5%以上股东在同一实际控制人下协议转让 

公司计划推动两大核心业务逐步向国防等相关新领域纵深发展。埃斯顿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斯顿控股”）由于其

境外法人的性质，对公司向这些领域的发展构成一定限制。因此，为支持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从优化股权结构的考虑，拟

将埃斯顿控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的股份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吴波先生持有，具体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埃斯顿

控股以协议转让方式向吴波先生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135,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的股份，占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 

16.10%。本次协议转让系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协议

转让后，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比例未发生变更。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之预留限制性

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2018 年 01 月 23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

ulletin_detail/true/1204351915?announceTime=2018-01-23 

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

公告 
2018 年 02 月 05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

ulletin_detail/true/1204391398?announceTime=2018-02-05

%2011:47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 
2018 年 03 月 16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

ulletin_detail/true/1204480742?announceTime=2018-03-16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在同一实际控制

人下进行协议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2018 年 03 月 22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

ulletin_detail/true/1204501519?announceTime=2018-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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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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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30.00% 至 80.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5,215.26 至 7,221.13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0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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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系统业务高速增长，运动控制系统业务快

速增长，数控系统业务稳步增长，收购公司并表及协同效应初见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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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1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false/1204324247?announceTime=2018-01-11%2017:38 

2018 年 01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false/1204348042?announceTime=2018-01-19%2020:25 

2018 年 01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false/1204348042?announceTime=2018-01-19%2020:25 

2018 年 01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false/1204350102?announceTime=2018-01-22%2014:33 

2018 年 01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false/1204358386?announceTime=2018-01-24%2014:29 

2018 年 01 月 3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false/1204380024?announceTime=2018-01-31%2021:22 

2018 年 02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false/1204406437?announceTime=2018-02-08%2019:23 

2018 年 02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false/1204442993?announceTime=2018-03-01%2010:46 

2018 年 02 月 2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false/1204442993?announceTime=2018-03-01%20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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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3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false/1204460717?announceTime=2018-03-08%2010:57 

2018 年 03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false/1204487214?announceTime=2018-03-16%2023:59 

2018 年 03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false/1204504596?announceTime=2018-03-21%2023:33 

2018 年 03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ulleti

n_detail/false/1204504597?announceTime=2018-03-21%20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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