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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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绍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建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耿成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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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8,689,169.69 12,708,336,019.55 2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522,071,637.15 2,488,355,857.55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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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4,394,173.56 30.59% 37,297,377,913.92 2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881,936.20 1,258.25% 30,549,601.31 25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574,745.23 238.58% 31,263,248.90 591.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942,960,042.71 12.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3 1,341.67% 0.0295 264.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3 1,341.67% 0.0295 264.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1% 0.66% 1.22% 0.9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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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596.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20,215.3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22,386.71 股权激励 

减：所得税影响额 -72,071.7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4,951.18  

合计 -713,647.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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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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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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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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80% 195,032,514 1,500,000   

深圳市天富锦创

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69% 100,473,933 100,473,933 质押 100,473,933 

中国华建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72% 90,445,984 0 质押 22,500,000 

北京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8.32% 86,300,019 0   

深圳市鼎鹏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0% 41,490,712 0 质押 41,419,047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64% 27,404,26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6% 26,565,500 0   

马海军 境内自然人 2.02% 21,000,000 0   

阳光资管－工商

银行－阳光资产

－积极配置 3 号

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1.20% 12,486,776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4% 6,68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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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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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93,532,514 人民币普通股 193,532,514 

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0,445,984 人民币普通股 90,445,984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86,300,019 人民币普通股 86,300,019 

深圳市鼎鹏投资有限公司 41,490,712 人民币普通股 41,490,71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404,261 人民币普通股 27,404,26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6,565,5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65,500 

马海军 2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00 

阳光资管－工商银行－阳光资产

－积极配置 3 号资产管理产品 
12,486,776 人民币普通股 12,486,77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6,681,935 人民币普通股 6,681,935 

陈夏雨 5,887,809 人民币普通股 5,887,80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天富锦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上午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除上述一致行动关系外，公司未发现其他股东之间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发现其他股东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1、股东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2,500,000 股，通过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7,945,984 股，实际合计持有 90,445,984 股。2、股东马海军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000,000 股，实际合计

持有 21,000,000 股。3、股东陈夏雨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5,887,809 股，实际合计持有 5,887,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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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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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单位：元） 期末数(本期数) 期初数(上期数) 本期增减变动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317,600,000.00 -317,600,000.00 -100.00% （1） 

应收账款 1,177,860,835.31 764,246,232.69 413,614,602.62 54.12% （2） 

预付款项 1,592,643,850.43 682,497,863.80 910,145,986.63 133.36% （3） 

其他应收款 330,538,540.35 473,384,661.36 -142,846,121.01 - 30.18% （4） 

存货 4,378,407,573.07 3,003,972,352.67 1,374,435,220.40 45.75% （5） 

投资性房地产 155,072,285.05 92,075,326.54 62,996,958.51 68.42% （6） 

在建工程 167,088,877.90 82,662,372.13 84,426,505.77 102.13% （7） 

其他非流动资产 9,654,463.67 80,714,356.05 -71,059,892.38 -88.04% （8） 

应付票据 6,485,485,984.00 4,190,000,000.00 2,295,485,984.00 54.78% （9） 

应付账款 1,032,756,265.37 653,807,803.00 378,948,462.37 57.96% （10） 

预收款项 1,565,700,847.19 253,409,139.78 1,312,291,707.41 517.85% （11） 

应付职工薪酬 19,308,721.25 36,336,579.14 -17,027,857.89 -46.86% （12） 

应交税费 44,464,956.57 66,128,196.03 -21,663,239.46 -32.76% （13） 

预计负债  3,972,598.25 -3,972,598.25 -100.00% （14） 

减：库存股 2,068,632.51 27,305,736.21 -25,237,103.70 -92.42% （15） 

加：其他收益 8,527,586.81 5,182,526.34 3,345,060.47 64.54% （16）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792,686.87 53,966,264.67 -58,758,951.54 -108.88% （17）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01,496,265.15 -37,046,678.58 -64,449,586.57 173.97% （18） 

减：所得税费用 9,275,170.04 -29,052,940.60 38,328,110.64 -131.93% （1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45,551,379.21 1,525,961,884.53  -1,180,410,505.32 -77.36% （2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

净额 

125,500,000.00  125,500,000.00 100.00% （2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 

62,589,422.30 1,004,733,756.11 -942,144,333.81 -93.77% （22） 

投资支付的现金 13,300,000.00 117,235,000.00 -103,935,000.00 -88.66% （23）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 5,885,334.83 221,509,656.02 -215,624,321.19 -97.3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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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277,171.25  7,277,171.25 100.00% （25）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6,420,850.00 4,050,423.11 32,370,426.89 799.19% （26）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402,960,000.00 3,784,284,000.00 -2,381,324,000.00 -62.93% （27）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163,153,000.00 3,385,415,216.73 -1,222,262,216.73 -36.10% （28）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01,415,608.10 136,257,413.36 65,158,194.74 47.82% （2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078,723.19 200,453,265.23 -170,374,542.04 -84.99% （30） 

（1）主要系以票据到期结算所致 

（2）主要系本期应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3）主要系预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4）主要系保证金及股权转让款收回所致 

（5）主要系新品上市增加存货所致 

（6）主要系其他非流动资产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所致 

（7）主要系支付深圳湾总部在建项目款项所致 

（8）主要系其他非流动资产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所致 

（9）主要系采购增加，货款增加所致 

（10）主要系采购增加，货款增加所致 

（11）主要系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12）主要系支付期初计提职工薪酬所致 

（13）主要系支付期初计提应交税费所致 

（14）主要系原计提预计负债案件结束，款项已支付所致 

（15）主要系本期股权激励未达标，退股权激励款所致 

（16）主要系日常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7）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江西祥源49%股权及基金分红确认投资收益所致 

（18）主要系计提坏账损失和存货跌价损失增加所致 

（19）主要系上期处置江西祥源49%股权，前期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冲回所致 

（20）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保证金所致 

（21）主要系收到北京易天新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所致 

（22）主要系上期支付深圳湾总部土地款所致。 

（23）主要系上年同期投资联营企业所致 

（24）主要系上年同期支付股权收购款所致 

（25）主要系支付股权回购款所致 

（26）主要系子公司少数股东增资所致 

（27）主要系本期借款减少所致 

（28）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减少所致 

（29）主要系偿还借款、中期票据利息所致 

（30）主要系本期退股权激励未达标，退股权激励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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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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议案》和《关于预挂

牌转让部分孙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拟启动全资孙公司章贡酒业 95%股权及全资孙公司长江实业 95%股权公开挂牌转让

相关工作，存硕实业有意参与公开竞价、受让两个标的公司95%的股权。因此，天音通信与存硕实业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

协议》，双方就有关事项达成意向性协议，以资共同信守。同时公司将正式启动在产权交易所的预挂牌转让相关工作。详见

公司于2019年10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并预挂牌转让部分孙公司股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57）。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并预挂牌部

分孙公司股权 
2019 年 10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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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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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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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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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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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