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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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申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战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康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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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2,936,608,064.81

2,583,141,491.48

13.68%

1,720,703,423.58

1,647,950,194.96

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523,292,065.85

63.15%

1,407,637,483.48

58.86%

86,454,650.19

175.98%

177,376,871.62

200.32%

83,470,693.48

204.21%

141,431,531.64

183.11%

-182,055,977.26

-12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45

175.90%

0.2350

20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45

175.90%

0.2350

20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1%

3.26%

10.21%

6.8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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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2,562,549.38

--

13,993,953.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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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取得投
25,567,346.38

资收益

得的投资收益
主要系子公司收到投资土地款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611,731.58

减：所得税影响额

5,665,142.49

退还及项目建设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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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5,945,33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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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8,619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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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黄申力

境内自然人

17.66%

133,444,882

100,083,661 质押

95,804,931

杨林

境内自然人

4.63%

35,024,829

26,268,622 质押

14,090,000

邓晓

境内自然人

3.24%

24,514,843

1,350,000 质押

15,340,000

陆民

境内自然人

2.91%

21,963,600

贾钧

境内自然人

2.21%

16,722,256

12,541,692 质押

10,000,000

张科孟

境内自然人

2.19%

16,516,742

12,387,556 质押

8,770,000

张清

境内自然人

2.10%

15,843,357

11,882,518 质押

7,750,000

1.52%

11,491,924

0

其他

1.46%

11,038,367

0

境内自然人

1.22%

9,208,729

24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银
华中小盘精选混 其他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
一八组合
牟长洲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黄申力

33,361,221 人民币普通股

33,361,221

邓晓

23,164,843 人民币普通股

23,16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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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民

21,963,6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63,600

11,491,924 人民币普通股

11,491,924

11,038,367 人民币普通股

11,038,367

牟长洲

8,968,729 人民币普通股

8,968,729

杨林

8,756,207 人民币普通股

8,756,207

王健

8,539,781 人民币普通股

8,539,781

王雪莉

6,973,517 人民币普通股

6,973,517

陈勤瑛

5,6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08,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
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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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序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号
1

货币资金

351,869,813.59 740,476,133.31

-52.48% 主要系报告期投资理财及经营性支出增加所致；

2

应收票据

47,029,806.93

-52.50% 主要系报告期以银行承兑汇票的结算方式收取货款

99,012,510.39

减少所致；
3

应收账款

651,988,287.55 385,789,259.91

69.00% 销售增长应收账款余额随之增长；

4

预付款项

48,674,031.97

16,290,006.03

198.80% 主要系报告期预付生产性物资采购款所致；

5

应收利息

3,038,821.26

367,787.38

6

其他应收款

30,968,581.41

18,929,882.16

726.24% 系报告期计提银行理财收益所致；
63.60% 主要系报告期处置子公司股份未收回部分款，增值税
退税款及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7

长期股权投资

97,309,226.27

21,309,226.28

356.65% 主要系新增对联营企业的投资；

8

在建工程

102,142,721.82

51,924,970.69

96.71% 主要系光明园区建设投入；

9

无形资产

131,551,848.77

80,773,711.14

62.86% 主要系子公司内部开发支出满足资本化条件转入无
形资产；

10

开发支出

2,170,348.43

60,259,976.08

-96.40% 主要系子公司内部开发支出满足资本化条件转入无
形资产；

11

商誉

333,787,328.95 106,012,546.85 214.86% 主要系收购全资子公司产生的商誉；

12

长期待摊费用

9,284,122.15

4,115,223.07

125.60% 主要系本报告期全资子公司厂房装修费所致；

13

其他非流动资产

6,049,177.79

4,364,371.10

38.60% 主要系报告期全资子公司预付固定资产款及达到可
使用状态转到固定资产所致；

14

短期借款

45,000,000.00

--

15

预收款项

72,803,015.21

31,555,632.53

16

应交税费

11,344,855.92

801,992.48

17

应付股利

3,250,419.35

1,605,819.35

18

其他应付款

19

长期应付款

20

其他综合收益

序

项目

--

系子公司在报告期取得银行借款；

130.71% 主要系报告期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1314.58% 主要系报告期计提所得税所致；
102.42% 系2016年度权益分派在报告期末未实施完毕所致；

372,526,531.14 150,493,959.02 147.54% 主要系报告期收购全资子公司尚未支付的分期对价；
739,649.92
-417,609.1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83,154.65
上年同期

--

全资子公司分期支付固定资产款所致；

-128.01% 主要系外币折算差额所致。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号
1

营业收入

1,407,637,483.48 886,107,283.20

58.86% 公司着力业务布局与市场拓展，收入结构得到优化，
营业收入持续增长；能源电力领域发展良好，部分子
公司收入增幅较大；

2

营业成本

871,590,016.90 527,791,820.48

65.14% 市场竞争激烈，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及部分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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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小幅调整；
3

税金及附加

4

管理费用

9,955,241.79

6,171,508.97

263,208,794.08 200,413,049.11

61.31% 主要是城建税及附加税及其他税费增加所致；
31.33% 主要系报告期人工薪酬、研发投入费用较同期增加所
致；

5

财务费用

1,476,171.02

-5,931,118.53

124.89% 主要系报告期汇兑损失较同期增加及利息收入较同
期减少所致；

6

资产减值损失

9,913,571.07

3,634,656.68

172.75% 主要系应收账款期末金额增加较大，对应计提的坏账
增加所致；

7

投资收益

41,240,283.48

19,141,155.33

8

其他收益

36,589,247.14

--

115.45% 主要系处置参股公司股份所致；
--

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16号——政府补助》，增值税退税款属于与公司日
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分类
至“其他收益”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9

营业外收入

18,979,474.68

33,755,218.63

10

营业外支出

2,936,338.59

849,447.00

11

所得税费用

21,032,586.69

8,229,498.24

-43.77% 变动原因同其他收益
245.68% 主要系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所致；
155.58%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上升，以及各子公司适用所得税率
不同所致；

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182,055,977.26 -82,552,504.71 -120.53%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销售增长，应收账款回款率较同期
流量净额

降低所致；

1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234,533,437.37 -15,230,635.89 -1439.88% 主要系报告期内投资联营企业及光明工业园区建设
流量净额
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所致；
28,218,446.36

164,195,155.36

-82.81% 主要系同期收到授予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及股权激励

流量净额

行权款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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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相关事项披露情况如下：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2017 年 09 月 02 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英威腾交通技术

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9
24676?announceTime=2017-09-02

有限公司中标深圳地铁 2、5、8、9 号线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延长工程地铁车辆电气系统采购项目
2017 年 09 月 13 日

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9
67958?announceTime=2017-09-13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2017 年 08 月 30 日

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38

公司以现金收购唐山普林亿威科技有限

95969?announceTime=2017-08-30

公司 100%股权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2017 年 09 月 27 日

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40
05046?announceTime=2017-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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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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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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15.00%

至

245.00%

21,441.2

至

23,483.22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806.73

（1）公司营业收入持续增长，部分子公司收入增幅较大；期间费用支出控
制有效；（2）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取得投资收益；（3）新收购子公司业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绩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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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7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7 年 07 月 2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投
资者关系信息，编号 2017-07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投
资者关系信息，编号 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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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8 月 3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7 年 09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投
资者关系信息，编号 2017-09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投
资者关系信息，编号 2017-10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申力
2017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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