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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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沈剑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杨子静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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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7,192,737.11 74,414,984.61 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671,031.02 9,838,434.02 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665,066.91 9,622,534.36 10.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487,461.96 -11,573,578.85 9.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 3.28% 下降 1.4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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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673,405.15 823,864,810.21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6,265,969.83 585,320,705.32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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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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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52.49  

合计 5,96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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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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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剑标 境内自然人 37.48% 45,815,000 45,815,000   

吴畏 境内自然人 6.95% 8,500,000 8,500,000   

孟少新  境内自然人 6.95% 8,500,000 8,500,000   

李耀武  境内自然人 6.95% 8,500,000 8,500,000   

李春喜 境内自然人 6.95% 8,500,000 8,500,000   

陈彦 境内自然人 2.09% 2,550,000 2,550,000   

杜学军 境内自然人 2.09% 2,550,000 2,550,000   

孙明东 境内自然人 2.09% 2,550,000 2,550,000   

无锡天亿信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3% 1,865,000 1,865,000   

楼华 境内自然人 0.97% 1,182,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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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华 1,18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2,700 

何天明 704,600 人民币普通股 704,600 

陈德洁 495,244 人民币普通股 495,244 

浙江亿方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擎

天柱稳赢证券投资基金 
305,9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900 

王玉琴 305,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400 

浙江亿方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80,844 人民币普通股 280,844 

张海 261,544 人民币普通股 261,544 

徐亦敏 230,061 人民币普通股 230,061 

阙瑜 2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200 

朱根妹 2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关联关系：（1）沈剑飞，沈剑标之胞弟，（2）沈小堃，无锡天亿信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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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代表人，沈剑标、沈剑飞之侄。一致行动人：沈剑标与无锡天亿信投资有限公司互为一

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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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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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34.2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加快了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度，支付设备款2492.51万元。 

2、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38.4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支付投标保证金增加。 

3、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2478.11万元，较期初增加1061.0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加快了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度，预

付设备款2241.58万元。 

4、报告期末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34.6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增加了供应商承兑汇票方式付款。 

5、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32.50%，主要原因是季度应付企业所得税较期初增加。 

6、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加35.10%，主要原因是报告内公司募投项目进行招标收取保证金增加。 

7、本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期降低121.8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大幅增加。 

8、本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减少398.9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加快了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度，固

定资产投资大幅增加。 

9、本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209.8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增加了短期流动资金借款。 

10、本报告期公司净资产收益率较上期下降1.47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公司IPO后，净资产大幅增加，摊薄了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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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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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至 30.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2,209.7 至 2,872.61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209.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各项工作均按年初计划有序推进，根据后续

生产及销售发货计划，预计 1-6 月公司净利润将实现稳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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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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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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3 月 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3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3 月 14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3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3 月 1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3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3 月 2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3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3 月 2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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