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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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涵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世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马秦勇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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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4,896,784.44

1,263,249,944.80

23.09%

1,088,233,914.62

895,226,045.18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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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546,611.75

108.75%

655,572,270.80

134.20%

26,066,513.01

-18.82%

87,143,159.22

46.58%

22,763,046.38

-0.99%

75,610,536.48

57.09%

3,035,286.98

-70.06%

-102,657,805.16

-326.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26

-50.06%

0.1837

16.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26

-50.06%

0.1837

16.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2%

-2.59%

9.25%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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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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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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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8,324.77
173,688.43
1,998,761.36
29,911.48
11,532,622.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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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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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涵渠

境内自然人

27.72%

169,467,963

127,100,970 质押

黄斌

境内自然人

4.73%

28,905,144

21,678,857

赵旭峰

境内自然人

3.26%

19,958,787

14,969,089

沈永健

境内自然人

3.01%

18,399,999

18,399,999

邱荣邦

境内自然人

2.97%

18,171,830

13,628,873 质押

2.74%

16,743,338

2,123,438

数量
11,967,500

10,395,422

山东省国有资产
投资控股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郭卫华

境内自然人

1.88%

11,497,179

6,027,964

周维君

境内自然人

1.42%

8,652,339

6,200,000

张志清

境内自然人

1.37%

8,364,000

0

彭世新

境内自然人

1.18%

7,197,087

5,302,179 质押

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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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涵渠

数量

42,366,993 人民币普通股

42,366,993

14,61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19,900

张志清

8,364,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64,000

黄斌

7,226,287 人民币普通股

7,226,287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5,979,041 人民币普通股

5,979,041

郭卫华

5,469,215 人民币普通股

5,469,21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

5,408,050 人民币普通股

5,408,050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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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赵旭峰

4,989,698 人民币普通股

4,989,698

陈国雄

4,794,059 人民币普通股

4,794,059

邱荣邦

4,542,957 人民币普通股

4,54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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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赵旭峰系股东吴涵渠的妻弟；股东沈永健和股东周维君系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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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81万元，降幅36.92%，主要是应收票据到期所致。
2、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19,056万元，增幅为82.36%，主要是子公司“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较快，
工程款未到收款期所致。
3、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662万元，增幅为61.9%，主要是预付采购货款增加所致。
4、存货：较年初增加12,033万元，增幅为85.86%，主要是为后期产品销售和子公司工程备料所致。
5、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1,311万元，增幅58.35%，主要是投标保证金、ATA担保金、员工出差借款、出口退税等应收款
增加所致。
6、 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3,827万元，降幅59.35%，主要是用于银行理财的资金减少所致。
7、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年初增加300万元，增幅30%，主要是今年向“深圳市热炼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投资300万所致。
8、投资性房地产：较年初增加224万元，增幅100%，主要是本期出租自有办公用房所致。
9、无形资产：较期初增加1,192万元，增幅57.76%，主要是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合资方用专利权和商标权投资所致。
10、长摊待摊费用：较期初增加335万元,主要是今年新租办公场地发生装修费用，待摊销所致。
11、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3,830万元，增幅153.20%，主要是子公司“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12、应付票据 ：较年初减少1,196万元，降幅54.63%，主要是期初应付票据到期所致。
13、应付账款：较年初增加14,034万元，增幅148.57%，主要是子公司“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较快，
应付工程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14、预收款项：较期初增加3,483万元，增幅150.32%，主要是子公司“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预收客户工程款增加
所致。
15、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2,039万元，降幅65.23%，主要是上年预提奖金在本期发放所致。
16、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1,396万元，降幅35.28%，主要是汇算清缴上年度企业所得税所致。
17、应付股利：较期初增加34万元，增幅100%，主要是已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中、未解禁限制性股票所对应股利暂不发放
所致。
18、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减少8,377万元，降幅70.18%，主要是上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应向标的公司原股东支付的对价7,500
万元、在本期支付；2016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目标达成后回购义务减少1,074万所致。
19、预计负债：较期初增加193万元，增幅51.73%，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增长、计提售后质量保证费用增加所致。
20、递延收益：较年初减少275万元，降幅53.57%，主要政府补助项目验收所致。
21、股本：较期初增加21,460万元，增幅54.09%，主要是上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经证监会核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本
期收到募集资金，增加股本1,093万；本期实施2016年度权益分派“每10股派1元现金、每10股转增5股”,增加股本20,380万所
致。
22、资本公积：较年初减少7,886万元，降幅30.35%，主要是上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经证监会核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本期收到募集资金，股本溢价产生资本公积12,530万；本期实施2016年度权益分派“每10股派1元现金、每10股转增5股”，资
本公积减少20,380万所致。
23、库存股：较年初减少1,074万元，降幅37.83%，主要是2016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目标达成后、股票解禁库存股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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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营业收入：同比增加37,565万元，增幅为134.2%,主要是本期增加两个合并子公司“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深
圳市奥拓立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收入所致。
25、营业成本：同比增加28,036万元，增幅为231.27%，主要是本期增加两个合并子公司“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拓立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成本所致。
26、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648万元，增幅598.74%，主要是根据财政部印发的财会（2016）22号文规定，原“营业税金及附
加”科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增加了税金核算范围；本期增加两个合并子公司“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和“深
圳市奥拓立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税金及附加所致。
27、销售费用：同比增加1,687万元，增幅32.85%，主要是本期增加两个合并子公司“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和“深
圳市奥拓立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费用1,461万元所致。
28、管理费用：同比增加2,220万元，增幅42.46%，主要是本期增加合并子公司“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和“深圳市
奥拓立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管理费用2,293万元所致。
29、财务费用 ：同比增加1,429万元，增幅310.11%，主要是期末人民币升值致本期汇兑损失增加1,313万元；本期增加合并
子公司“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的财务费用196万元所致。
30、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756万元，增幅244.88%，主要是本期增加两个合并子公司“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和“深圳市奥拓立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资产减值损失923万元所致。
31、投资收益：同比减少1,054万元，降幅96.38%，主要是上年同期出售“深圳市鹏鼎创盈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份获得1,000万投资收益，而今年仅有银行理财收益所致。
32、其他收益：同比增加187万元，增幅100%，主要是根据财政部印发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
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本期增加“其他收益”科目。
主要是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的退税款187万元。
33、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909万元，增幅193.28%，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项目补助资金增加所致。
34、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额：同比减少7,858万元，降幅326.37%，主要是本期增加两个合并子公司“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
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奥拓立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5,574万元；本期支付的货款增加2,610万元所
致。
35、投资活动产生现金净额：同比减少4,789万元，降幅1,988.78%，主要是上年投资理财产品的资金在本期回笼、同比增加
5,189万元；本期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向标的公司原股东支付7,500万元对价、本期增加固定资产投入1,132万元、投资收
益减少1,000万等所致。
36、筹资活动产生现金净额：同比增加12,713万元，增幅1,202.26%，主要是上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经证监会核准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资金,本期收到募集资金1.416亿所致。
37、汇率变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同比减少1,012万元，降幅715.31%，主要是同比本期持有外币增加、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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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LED电视墙及相关系统重大合同的公告》于2013年8月13日刊登在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分包商）与新世界(沈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雇主）、中建三局集团
有限公司（总承包商）于2016年8月8日签署《沈阳新世界中心项目第一期电视墙及相关系统深化设计、供应及安装分包工程
合同文件补充协议》，因工程范围变更，原合同金额由人民币29,288,650.00元，调整至人民币29,249,955.00元；另外，雇主
及总承包商同意对于分包商在延长竣工时间内所产生的费用额外补偿分包商人民币1,508,000.00元。截至2017年9月30日，公
司已发货金额26,323,315.00元。
2、《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中国足协中国之队LED服务商合作协议>的公告》于2016年3月17日刊登在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截至2017年9月30日，公司为中国足协中国之队92场赛事提供了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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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备和比赛期间的相关服务。
3、《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集中采购协议-设备类>的公告》于2016年12
月15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截至2017年9月30日，公司已发货金额6,919,590.00元。
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PPP项目框架协议>的公告》于2017年1月26日刊登在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百辉”）已与上
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内蒙古黄河明珠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股东协议书，合资设立PPP项目公司—内蒙古中
基智慧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合资组建PPP项目公司的公告》已于2017年8月4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截至2017年9月30日，项目正在推进之中。
5、2017年7月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券商出具相应核查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截至2017年9月3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千百辉已购买招商银
行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预期最高到期年化收益率为3.80%，理财计划期限为79天，共计购买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6、2017年7月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
2017年7月26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律师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2017年8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股权激
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分别对激励对象获
授权益的条件是否成就发表了明确意见，监事会对授权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
了相关法律意见书。
2017年9月18日，公司完成了《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所涉股票期权的首次
授予登记工作，并于2017年9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向2017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成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
订 LED 电视墙及相关系统重大合同的公 2013 年 08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
署<中国足协中国之队 LED 服务商合作 2016 年 03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协议>的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集中

2016 年 12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全资子公司签署 PPP 项目框架协议>的 2017 年 01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采购协议-设备类>的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深圳市奥

2017 年 07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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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摘要》、《深圳市奥拓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
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2017 年 07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理的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深圳市奥拓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17 年股票

2017 年 08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 2017 年 09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期权激励计划授权对象及授权数量的公
告》、《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调整后）》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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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7.49%

至

77.32%

11,000

至

15,300
8,628.24

销售收入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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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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奥

2017 年 08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拓电子：2017 年 8 月 9 日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涵渠
2017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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