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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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白开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保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沈保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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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上年同期

（%）

343,530,271.79

340,654,112.36

0.84%

13,536,790.97

18,637,550.19

-27.37%

8,905,929.94

15,870,773.24

-43.88%

-59,554,538.63

-196,602,186.44

69.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50%

1.01%

2.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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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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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1,835,569.69

3,920,953,216.63

-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50,900,158.82

1,336,360,120.65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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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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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1,254.12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债务重组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322,030.66
40,246.50
-83,408.47
1,084,519.69
212,285.87
4,630,86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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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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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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5,80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黄伟兴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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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5%

56,665,412

44,999,059 质押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8%

16,000,000

16,000,000

－万家合顺资产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8%

16,000,000

16,000,000

4.77%

15,306,254

11,479,690

3.99%

12,800,000

12,8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9%

12,800,000

12,800,000

平安大华结构化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3%

12,600,000

12,6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7%

10,500,000

10,5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

9,300,000

9,300,000

数量
37,000,000

天弘基金公司－
浦发－天弘基金
定增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万家共赢－浦发
管理计划
白开军

境内自然人

汇添富基金公司
－上海银行－汇
添富－定增－双 境内非国有法人
喜添富牛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公司－
上海银行－财通
基金－定增 2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平安大华基金公
司－平安银行－
定向增发创富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国联－浦发－国
联汇金 10 号限额
特定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无锡威孚高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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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杨雷

境内自然人

1.92%

6,159,836

4,61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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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伟兴

14,166,353 人民币普通股

14,166,353

白开军

3,826,564 人民币普通股

3,826,564

郑文涌

1,821,839 人民币普通股

1,821,839

赵爱青

1,809,259 人民币普通股

1,809,259

黄庆仰

1,72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3,300

杨雷

1,539,959 人民币普通股

1,539,959

1,508,203 人民币普通股

1,508,203

蒋亦飞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董明云

1,196,319 人民币普通股

1,196,319

银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优选价值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东与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之

说明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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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关于发行公司债进展情况的说明：
公司拟发行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用于偿还公司银行贷款、调整债务结构和补充流动资金。
该事项经公司2014年1月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及2014年2月13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巨潮网公告：2014年1月28日发布的2014-002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2014年2月14日发布的2014-006《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以及2014年1
月28日发布的2014-004《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
2014年3月24日，公司与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签订《担保服务协议》，由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
限公司为本公司拟发行的 4 亿元人民币公司债履行向公司债投资者兑付本息的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提
供保证担保。该事项经公司2014年3月1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巨潮网公告：2014年3月15日发布的2014-014《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及2014-013《关于签订<担保服务协议>的公告》。）
公司已于2014年4月18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递交了本次《公司债发行核准》申请材料，并于
当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140375号）。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证监会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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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2、关于公司对下属子公司追加投资进展情况的说明
公司以人民币 90 万元收购无锡天捷自动化物流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天捷”）原 4 位自然人
股东持有的无锡天捷 18%的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无锡天捷 93%的股份，自然人沈鹭持有无锡
天捷 7%的股份。在完成上述收购的基础上，本公司与 6 位新加入的自然人股东共同对无锡天捷进行增资，
7 方商定对无锡天捷进行追加投资，其中本公司以现金追加投资 1155 万元人民币，其他 6 名自然人股东
以现金追加投资 345 万元，上述增资款均一次性到位。追加投资完成后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81%的股份，
本次投资合计 1245 万元，本公司均利用公司自有资金投入。
本次追加投资行为经公司2014年2月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该事
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投资行为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重组。
（详见本公司巨潮网公告：2014年2月28日发布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
2014-010《关于对下属子公司追加投资的公告》。）
2014 年 4 月 17 日，经无锡市惠山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无锡天捷自动化物流设备有限公司领取了
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杨新斌；注册地址：无锡惠山经济开
发区风电园创惠路1号3031室；经营范围：自动化物流设备的销售；物流系统工程的设计、安装和管理；
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研发、销售和安装；系统集成控制软件、工业控制软件及电子计算机配套设备开发和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3、关于公司诉讼事项后续进展情况的说明
2012 年 3 月 9 日，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无锡天奇竹风科技有限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民事案件应诉通知书[(2012 浙)杭民商初字第 15 号]和民事裁定书[（2012）浙杭商初字第 15-1 号]。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告本公司（被告二）及本公司下属子公司
无锡天奇竹风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并受理原告要求对被告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的申
请，冻结被告银行存款人民币 4839 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该事项本公司已于 2012年 3 月
13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2012 年 4 月 16 日，本公司又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转交的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提
交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请求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将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退还货款和承担
损害赔偿共计 6193.414 万元,其中返还货款 4839 万元，损害赔偿 1354.414 万元(该事项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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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无锡天奇竹风科技有限公司收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民事
判决书》，判定如下：
一、解除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和无锡天奇竹风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对 69 套竹浆叶更换的约定。
二、无锡天奇竹风科技有限公司向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返还货款 4839 万元，赔偿损失
1354.414 万元，支付因鉴定而支付的费用 18 万元，共计 6211.414 万元。
三、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天奇竹风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浙江运达
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无锡天奇竹风科技有限公司已经交付的 69 套竹浆叶。
对一审判决，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无锡天奇竹风科技有限公司均表示不服，将于上诉有效期内向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鉴于此案一审判决已下达，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从谨慎原则出发，经与年审会计师沟通，2013 年母公司将计提预计负债 4700 万元，合
并报表净利润将调减 4700 万元左右，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详见本公司巨潮网公告：2014年3月26日发布的2014-017《诉讼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公告》。）
2014年4月4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无锡天奇竹风科技有限公司均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上
诉状》，并于2014年4月8日均缴纳了上诉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重大资产
收购）
，本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3 月 24 2014 年 03 月 22 日

巨潮网：2014-015《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日开市起停牌。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黄伟兴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避免同业竞争
关于规范和减

黄伟兴

少关联交易的
承诺

2003 年 03 月 15
日
2003 年 03 月 15
日

长期

履行承诺

长期

履行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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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无

四、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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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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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

至

10%

3,950

至

4,300

3,902.02

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0%

自动化物流业务保持稳定，风电业务盈利能力加强，循环产业处于布局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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