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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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礼淦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碧霞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可欣女士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本报告除特别说明外，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若出现总数与各

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等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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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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9,084,285 1,072,632,677 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183,310 49,304,460 4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8,356,131 35,876,725 6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9,716,166 -81,085,019 235.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 1.99% 1.45%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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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9,743,869 5,992,307,566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60,557,361 3,488,206,416 2.07% 

本报告期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 8.99%，毛利率同比增加约 1.97%，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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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69 主要系旧设备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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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2,843 

主要系与搬迁补偿及基础设施

配套建设补助相关的递延收益

摊销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229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32,424  

合计 11,827,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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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表中除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本年比上年增减幅度按差额计算外，其余均按照(本报告期数据-上年同期数据)/(上年同期数

据的绝对值)的方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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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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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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 LTD. 境外法人 20.19% 337,999,943    

WUS GROUP HOLDINGS CO., LTD. 境外法人 13.23% 221,555,42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28% 71,601,55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89% 65,144,8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双核策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3% 28,959,473 
   

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1.08% 18,010,239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80% 13,379,000    

王莲枝 境内自然
人 

0.78% 13,069,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3% 8,834,138 
   

平安资管－工商银行－如意 2 号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0.52% 8,726,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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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 LTD. 337,999,943 人民币普通股 337,999,943 

WUS GROUP HOLDINGS CO., LTD. 221,555,421 人民币普通股 221,555,42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1,601,558 人民币普通股 71,601,55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5,144,800 人民币普通股 65,144,8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双核策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959,473 人民币普通股 28,959,473 

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18,010,239 人民币普通股 18,010,239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13,37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79,000 

王莲枝 13,06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69,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8,834,138 人民币普通股 8,834,138 

平安资管－工商银行－如意 2 号资产管理产品 8,726,045 人民币普通股 8,726,0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LTD.、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吴礼淦家族。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自然人股东王莲枝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069,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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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幅度 主要差异原因 

应收票据  169,106,693 121,011,337 40%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客户给付的银行承兑汇票相应有所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234,498,037 356,029,232 -34%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未到期的债券质押式逆回购同比减少。 

预收款项 16,913,156 11,833,197 43%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房地产开发项目预售房款。 

其他综合收益 3,417,462 1,249,827 173%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上升。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主要差异原因 

税金及附加  10,145,195  4,547,011  123% 主要系:加工贸易手册核销实际分配率与计划分配率差异波动。 

财务费用  6,205,181  1,581,287  292% 主要系：本报告期借款利息及汇率波动产生的汇兑损失同比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3,447,463  7,017,237  -51%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计提的存货减值准备同比减少。 

投资收益 8,393,558  778,880  978% 主要系：本报告期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同比大幅增加。 

净利润 70,183,310  49,304,460  42%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同比均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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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续）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主要差异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220,936,348  868,098,989  41% 

主要系：公司 2017 年第四季度销售额同比增加，由于公司销售货款存在一定

账期，本期收款相应增加；此外由于某主要客户在 2016 年第四季度提前支付

部分于上年同期到期的货款，导致上年同期收款减少。 

收到的税费返还 46,037,932  16,213,285  184% 主要系：本报告期出口退税额同比增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959,260  53,649,807  -78%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保险公司给付的约 2,424 万元火灾理赔款。 

支付的各项税费 51,584,264  27,092,756  90% 主要系：本报告期缴纳增值税、所得税同比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16,884  1,030,863  154%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的理财收益同比增加 

收到其他投资活动的现金 1,051,764,000 255,005,376 312% 主要系：本报告期使用自有资金理财发生额同比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6,322,820 35,779,784 57%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的设备采购款同比增加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53,881,768 90,001,701 960% 主要系：本报告期使用自有资金理财发生额同比增加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57,366,555 158,193,279 63% 主要系：本报告期借款同比增加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19,512,848 206,197,827 55% 主要系：本报告期偿还借款同比增加 

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412,933 699,709 388% 主要系：本报告期借款同比增加，支付的利息费用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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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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就重要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已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报告期内公司相关公告查询索引如下： 

公告编号 披露日期 内容 

2018-001 2018 年 02 月 27 日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02 2018 年 02 月 27 日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03 2018 年 02 月 27 日 关于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2018-004 2018 年 02 月 27 日 关于 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2018-005 2018 年 02 月 27 日 2017年度业绩快报 

2018-006 2018 年 03 月 22 日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07 2018 年 03 月 22 日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008 2018 年 03 月 22 日 2017年度报告摘要 

2018-009 2018 年 03 月 22 日 关于举行 2017 年度业绩以及利润分配预案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2018-010 2018 年 03 月 22 日 关于拟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公告 

2018-011 2018 年 03 月 22 日 关于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8-012 2018 年 03 月 22 日 关于拟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于稳健型、短期理财产品的公告 

2018-013 2018 年 03 月 22 日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2018-014 2018 年 03 月 22 日 关于拟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对外投资公告 

2018-015 2018 年 03 月 22 日 关于拟择机投资印制电路板产业链相关优势企业暨对外投资公告 

2018-016 2018 年 03 月 22 日 关于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017 2018 年 03 月 22 日 关于拟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补充公告 

2018-018 2018 年 03 月 30 日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暨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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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吴礼淦家族和

控股股东碧景（英属维尔

京群岛）控股有限公司 

同业竞争

承诺 
避免同业竞争 2010 年 07 月 26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实际控制人吴礼淦家族 
同业竞争

承诺 
避免同业竞争 2010 年 07 月 26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吴礼淦家族 

股份减持

承诺 

连续六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

系统出售的股

份将低于公司

股份总数的 5% 

2017 年 11 月 30 日 2018 年 05 月 31 日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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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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6.82% 至 55.38% 

2018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1,000 至 16,000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297.4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期公司销售情况良好，整体毛利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

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12,449,166 - 3,401,219 - - - 16,450,600 自有资金 

合计 12,449,166 - 3,401,219 - - - 16,450,600 -- 

上表所列示股票指公司于 2017 年购入的 991 万股新三板挂牌公司江苏普诺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六、2018 年第一季度理财情况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本报告期 

理财发生额 

本报告期末 

未到期余额  
报酬确定方式 

本报告期末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本报告期实际 

损益金额 

本报告期损益 

实际收回情况 

债券质押式逆回购 90,376.40  12,700.00  保本固定收益 - 102.16 79.24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400.00  保本浮动收益 - 9.89 - 

合计 95,376.40  18,100.00  - - 112.05 79.24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投资于稳健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范围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理财。截止本

报告期末没有逾期未收回的投资理财本金和收益，无涉诉情况，未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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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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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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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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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8-0119-001 

2018 年 01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8-0123-002 

2018 年 01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8-0129-003 

2018 年 03 月 2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8-0327-004 

2018 年 03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8-0329-005 

2018 年 03 月 3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8-0330-006 

公司就历次调研情况提交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参见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rs.p5w.net/c/002463）及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463）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礼淦 

2018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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