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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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宏良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彬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高艳女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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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0,475,922,124.19 29,652,260,560.19 54,751,110,532.22 1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6,289,455,523.30 14,474,797,146.66 24,485,867,572.23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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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3,594,189.64 10.72% 21,739,416,742.67 3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34,935,277.01 -35.37% 1,275,076,763.38 -1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1,624,388.05 -29.92% 508,171,746.72 11.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247,508,825.01 361.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24 -36.56% 0.6239 -12.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24 -36.56% 0.6239 -12.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 减少 1.12% 4.98% 减少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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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3,0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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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611,269.83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91,151,677.11 

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厦门天马”）自本期

初至合并日实现的净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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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264,356.3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8,196,154.29 

本公司原通过子公司上海天

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天马”）持有上海天马

有机发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马有机发光”） 

40%股权投资，以购买日天马

有机发光净资产公允价值相

应持股比例部分与其账面价

值的差异确认的投资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0,055,379.52  

合计 766,905,016.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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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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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54（含信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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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金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02% 389,610,040 389,610,040 - 0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24% 291,567,326 0 - 0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51% 174,216,451 93,141,147 - 0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26% 169,134,432 89,488,555 - 0 

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14% 125,677,831 0 - 0 

武汉光谷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4% 43,912,470 0 质押 35,000,000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4% 39,776,373 0 - 0 

中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8% 36,525,940 36,525,940 - 0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2% 26,940,101 25,505,748 - 0 

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4% 23,342,1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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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91,567,326 人民币普通股 291,567,326 

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5,677,831 人民币普通股 125,677,831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81,075,304 人民币普通股 81,075,304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79,645,877 人民币普通股 79,645,877 

武汉光谷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3,912,470 人民币普通股 43,912,470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39,776,373 人民币普通股 39,776,373 

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3,34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3,342,100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深圳平安大华汇通

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23,300,068 人民币普通股 23,300,068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13,497,017 人民币普通股 13,497,017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12,130,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30,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第四名股东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第

三名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持有第二名股东中航

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7.5%的股份，第三名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

公司持有第二名股东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3.93%的股份，第二名

股东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第八名股东中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

公司 100%的股份，上述四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也属于一致行动人。其

他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均与第二、三、四、八名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中国 

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说明可参照前 10 名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第 10 名股东未知 

和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他股

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均与第一、三、四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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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幅度 附注 

预付款项 57,086,542.73  26,680,219.58  30,406,323.15  113.97% （1） 

其他应收款 36,685,911.83  364,969,144.46  -328,283,232.63  -89.95% （2） 

长期股权投资 31,497,023.20  313,407,773.91  -281,910,750.71  -89.95% （3） 

长期待摊费用 408,393,666.47  221,480,917.75  186,912,748.72  84.39% （4） 

递延所得税资产 380,768,502.65  283,159,192.54  97,609,310.11  34.47% （5） 

预收款项 308,919,479.01  140,819,786.97  168,099,692.04  119.37% （6） 

应交税费 74,380,207.30  226,357,772.92  -151,977,565.62  -67.14% （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157,300,000.00  1,242,436,839.82  914,863,160.18  73.63% （8） 

其他流动负债 647,765,297.58  451,901,768.47  195,863,529.11  43.34% （9） 

递延所得税负债 55,045,146.15  38,346,244.92  16,698,901.23  43.55% （10） 

股本 2,048,123,051.00  1,401,098,744.00  647,024,307.00  46.18% （11） 

其他综合收益 -58,442,802.65  -85,057,448.39  26,614,645.74  增加26,614,645.74元 （12） 

 

（1）预付款项增加，主要系本期预付财产保险费增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减少，主要系公司2018年2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合并范围新增非同一控制下子公司天马有机发光，期初应

收天马有机发光款项本期合并抵消，以及应收出口退税款和海关保证金减少所致。 

（3）长期股权投资减少，主要系公司2018年2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原联营企业天马有机发光变为公司子公司所致。 

（4）长期待摊费用增加，主要系本期模具购置增加以及合并范围新增非同一控制下子公司天马有机发光所致。 

（5）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主要系合并范围新增非同一控制下子公司天马有机发光所致。 

（6）预收款项增加，主要系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7）应交税费减少，主要系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主要系部分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重分类以及合并范围新增非同一控制下子公司天马有

机发光所致。 

（9）其他流动负债增加，主要系本期自合并外关联方取得借款所致。 

（10）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主要系公司2018年2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合并范围新增非同一控制下子公司天马有机发光评

估增值影响所致。 

（11）股本增加，主要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新增股份于2018年2月2日上市所致。 

（12）其他综合收益增加，主要系受汇率波动影响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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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金额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幅度 附注 

营业收入 21,739,416,742.67  16,500,395,710.22  5,239,021,032.45  31.75% （1） 

营业成本 18,378,750,212.44  12,933,863,719.42  5,444,886,493.02  42.10% （2） 

税金及附加 107,164,479.18  76,719,581.27  30,444,897.91  39.68% （3） 

财务费用 555,995,737.93  392,426,800.34  163,568,937.59  41.68% （4） 

投资收益 118,346,207.57  -3,844,618.37  122,190,825.94  增加122,190,825.94元 （5） 

资产处置收益 -1,802,558.70  -620,773.57  -1,181,785.13  减少1,181,785.13元 （6） 

营业外收入 33,496,159.93  17,393,933.77  16,102,226.16  92.57% （7） 

营业外支出 4,365,967.16  1,238,550.66  3,127,416.50  252.51% （8） 

所得税费用 80,143,301.45  216,678,373.77  -136,535,072.32  -63.01% （9）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6,614,645.74  -657,486.07  27,272,131.81  增加27,272,131.81元 （10） 

 

（1）营业收入增加，主要系厦门天马G6项目于2017年下半年转固，以及公司客户结构及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产品往高附加

值、差异化转型所致。 

（2）营业成本增加，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营业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3）税金及附加增加，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增值税附加税费相应增加，以及缴纳厦门天马和天马有机发光股权转让

印花税所致。 

（4）财务费用增加，主要系借款增加，利息支出相应增加；以及厦门天马G6项目于2017年下半年转固，借款费用停止资本

化所致。 

（5）投资收益增加，主要系本期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原持有的天马有机发光40%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增值收益影响。 

（6）资产处置收益减少，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7）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台风理赔款所致。 

（8）营业外支出增加，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9）所得税费用减少，主要系利润总额减少以及合并范围新增非同一控制下子公司天马有机发光利润总额亏损所致。 

（10）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增加，主要系汇率变动影响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金额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幅度 附注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22,316,153,501.21 16,578,817,026.83 5,737,336,474.38 34.61% （1） 

收到的税费返还 964,083,475.47 718,781,969.61 245,301,505.86 34.13% （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532,522,312.35 1,182,773,153.00 -650,250,840.65 -54.98% （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2,639,416,350.69 1,842,962,818.52 796,453,532.17 43.22% （4） 

支付的各项税费 700,807,824.97 287,200,495.58 413,607,329.39 144.01% （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995,983,708.23 713,100,342.20 282,883,366.03 39.67% （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3,589,745.66 756,546.97 2,833,198.69 374.4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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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92,284,215.18 65,171,715.16 127,112,500.02 195.04% （8）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185,107,869.68 9,339,548,641.90 -5,154,440,772.22 -55.19% （9）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495,000,000.00 0.00 495,000,000.00 增加495,000,000.00元 （11）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792,069,236.25 3,593,156,661.69 5,198,912,574.56 144.69% （12）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788,853,293.71 486,985,634.06 301,867,659.65 61.99% （13）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6,164,702.43 0.00 6,164,702.43 增加6,164,702.43元 （14）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主要系销售收入增长、销售回款相应增加所致。 

（2）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出口退税款项增加所致。 

（3）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系厦门天马G6项目于2017年下半年转固，2017年1-7月部分相关支出计

入“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以及合并范围新增非同一控制下子公司天马有机发光影响支付职

工薪酬增加所致。 

（5）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主要系本期缴纳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增加所致。 

（6）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系厦门天马G6项目于2017年下半年转固，2017年1-7月部分相关支出计入“购

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以及由于收入增加影响费用支出相应增加所致。 

（7）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增加，主要系本期处置专利权现金流入，上年同期无此事项

所致。 

（8）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9）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系本期武汉天马第6代LTPS AMOLED生产线项目购建

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以及厦门天马G6项目于2017年下半年转固，购建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11）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合并外关联方借款所致。 

（12）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系归还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13）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系借款增加、利息支出相应增加，以及本期分配股利较上年增加所

致。 

（14）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系支付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新增股份相关费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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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担保情况 

公司于2018年2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18年3月21日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上海天马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天马为子公司有机发光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天马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子公司有机发光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分别同意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上海天马提供总额不超过（包含）人民币70,000万元担保额度、同意全资子公司上海天马为子公司上海天马有机发光

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包含）人民币60,000万元担保额度、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天马提供总额不超过（包

含）人民币1,024,000万元担保额度、同意公司为子公司上海天马有机发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包含）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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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0万元担保额度。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1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为2,159,000万元人民币，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

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形。 

 

2、重大资产重组之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2016 年 9 月，公司启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厦门天马 100%股权、天马有机发光 60%股权，同时

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9 亿元。2018 年 1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

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厦门金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102 号）。2018 年 1 月 18 日，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8

年 2 月 2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 647,024,307 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为顺利推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工作，经审慎决策，公司拟调整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方案：公司于2018年9

月1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2018年10月8日召开的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

配套资金发行价格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2018年10月9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关于调整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72）、《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76）等公告。 

截止目前，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方案尚需取得有权机构的审批同意。 

 

3、关于实际控制人中航国际增持公司股份事项 

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收到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

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心，稳定公司股价，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中航国际于2018

年9月1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1,750,000股，并计划自此增持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拟增持股份的总

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且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含本次已增持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19日在《证

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3）。 

 

4、关于子公司天马有机发光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全资子公司上海天马所持天马有机发光40%

股权的议案》；2018年8月，天马有机发光完成了40%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2018年8月10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收购全资子公司上海天马所持天马有机发光 4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6）、《关于子公司天马有机发光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4）。 

 

5、上述重要事项在报告期进展概述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披露《关于调整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方案的公

告》等公告 

2018年09月11日 

2018年10月0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70、2018-071、

2018-072、2018-076） 

关于实际控制人中航国际增持公司股份事项 2018年09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73） 

关于子公司天马有机发光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2018年06月20日 

2018年08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56、2018-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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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告期内公司信息披露索引 

公告编号 公告标题 披露时间 查询索引 

2018-059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年07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60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武汉天马增资并投资建设第6代LTPS 

AMOLED生产线二期项目（武汉）的公告 
2018年07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61 关于续聘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2018年07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62 关于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年07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63 关于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018年08月0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64 关于子公司天马有机发光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2018年08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65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年08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66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年08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67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年08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68 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18年08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69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情况的公告 2018年08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70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年09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71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年09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72 关于调整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方案的公告 2018年09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73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 2018年09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74 关于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8年09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75 关于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018年09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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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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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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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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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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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7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7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8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8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8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8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9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9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9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9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9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9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9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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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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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