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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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章启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尤加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阮丹荷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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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6,861,991.63 2,584,254,294.71 3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44,766,351.71 1,506,754,840.58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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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857,463.79 -0.17% 1,092,549,856.74 1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185,478.25 -89.80% 76,859,357.53 -2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252,100.98 -90.93% 74,658,484.64 -27.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8,133,815.30 -114.30% -14,363,463.65 -135.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 -90.32% 0.173 -27.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 -90.32% 0.173 -27.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7% -2.57% 5.02%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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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8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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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5,437.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4,102.18  

减：所得税影响额 716,236.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63,307.91  

合计 2,200,872.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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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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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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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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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启忠 境内自然人 14.22% 63,000,000 47,250,000 质押 32,000,000 

陈心泉 境内自然人 14.22% 63,000,000 47,250,000   

MWZ AUSTRALIA PTY LTD 境外法人 9.22% 40,841,000 0   

中核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9% 27,000,000 0 质押 27,000,000 

磐厚蔚然（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磐厚蔚然－PHC 大宗 1 号基金 
其他 4.64% 20,559,000 0   

吴警卫 境内自然人 3.02% 13,383,400 0   

姜铁城 境内自然人 2.49% 11,011,116 7,937,592   

林爱英 境内自然人 2.36% 10,466,422 0   

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牧鑫资产

－默炫 1 号投资基金 
其他 1.87% 8,283,931 0   

纪谷辉 境内自然人 1.73% 7,65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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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WZ AUSTRALIA PTY LTD 40,8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841,000 

中核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2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0 

磐厚蔚然（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磐厚蔚然－PHC大宗1号基金 
20,55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59,000 

章启忠 15,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50,000 

陈心泉 15,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50,000 

吴警卫 13,383,4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83,400 

林爱英 10,466,422 人民币普通股 10,46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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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牧

鑫资产－默炫 1 号投资基金 
8,283,931 人民币普通股 8,283,931 

纪谷辉 7,658,527 人民币普通股 7,658,527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7,027,406 人民币普通股 7,027,4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MWZ AUSTRALIA PTY LTD 章启忠占 60%股权、  陈金飞占 40%股权，章启忠、陈金

飞夫妻两人与亿利达之间存在控制关系；陈心泉系章启忠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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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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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31,801,203.38   187,073,111.89  77.36%  主要系9月新增借款尚未全部使用所

致.  

 其他应收款  132,917,077.86   20,228,114.64  557.09%  主要系浙江三进公司于合并日（2018

年1月31日）前遗留应收台州伟隆金属

往来款1.2亿元所致。  

 存货  391,692,446.43   291,965,541.66  34.16%  主要系本报告期充电机产品备货量

增加及浙江三进公司存货并入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76,374,554.43   58,396,669.47  202.03%  主要系本报告期包含应收未收青岛

海洋子公司股权转让款1.15亿元所致。  

 固定资产  597,560,138.59  437,644,174.64  36.54%  主要系本报告期浙江三进公司固定

资产并入所致。  

 在建工程  58,086,745.12   36,517,506.28  59.07%  主要系本报告期浙江三进公司在建

工程并入所致。  

 无形资产  349,876,988.28   156,302,979.33  123.85%  主要系本报告期浙江三进公司无形

资产并入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463,440.13   91,012.00  1507.96%  主要系本报告期浙江三进公司长期

待摊费用并入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30,798,875.87   7,946,697.97  287.57%  主要系本报告期浙江三进公司递延

所得税资产并入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9,732,039.70   42,192,748.10  88.97%  主要系本报告期浙江三进公司其他

非流动资产并入所致。  

 短期借款  566,680,000.00   265,330,000.00  113.58%  主要系本报告期银行借款增加及浙

江三进公司短期借款并入所致。  

 应交税费  18,088,831.25   29,278,724.38  -38.22%  主要系因本报告期营业利润同比

2017年度第四季度减少导致期末应交

所得税及增值税同比期初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485,840,828.99   115,900,000.00  319.19%  主要系本报告期对外投资所需增加

银行长期借款及浙江三进公司长期借

款并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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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延收益  273,096.13   25,262,288.52  -98.92%  主要系本报告期转让青岛海洋子公

司，其递延收益不再并入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74,240,943.72   11,017,794.52  573.83%  主要系本报告期浙江三进公司并入

资产评估增值部分确认递延所得税负

债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801-09   201701-09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092,549,856.74    962,897,426.12  13.46%  主要系浙江三进公司营业收入自

2018年2月起并入所致。  

 营业成本    780,648,061.17    640,395,448.63  21.90%  主要系浙江三进公司营业成本自

2018年2月起并入所致。  

 管理费用  80,275,686.73   62,017,564.70  29.44%  主要系浙江三进公司管理费用自

2018年2月起并入所致。  

 研发费用  47,256,671.06   32,025,307.73  47.56%  主要系本年度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及

浙江三进公司研发费用自2018年2月

起并入所致。  

 财务费用  35,593,245.41   9,932,155.34  258.36%  主要系本报告期银行借款利息支出

增加及浙江三进公司财务费用自2018

年2月起并入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1801-09   201701-09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363,463.65     41,039,732.15  -135.00%  主要系浙江三进公司现金流自2018

年2月起并入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6,921,413.93   -364,146,473.84  43.18% 主要系本年度对外投资支付股权认购款同

比去年下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69,549,454.17    266,264,664.01  38.79% 主要系本年度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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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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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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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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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30.00% 至 1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9,837 至 15,458.15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4,052.8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由于投资三进科技并购贷款财务成本上升及三进科技业绩与出口业务

不达预期等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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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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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

ompanyinfo.html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启忠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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