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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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柏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常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胡常青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2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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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56,395,994.16

24,922,544,160.83

11.37%

5,691,558,331.87

5,671,617,650.25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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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7,145,004.24

11.77%

11,640,494,646.71

52.87%

13,598,480.93

114.76%

52,008,536.87

136.41%

11,220,841.25

110.01%

41,942,195.82

122.45%

-138,753,760.64

55.71%

-934,444,875.40

-254.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112.50%

0.08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112.50%

0.07

129.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4%

2.28%

0.91%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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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重组损益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6,842,696.93
11,7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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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24.82

得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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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5,571.91
694,202.11
76,488.84
10,066,34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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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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29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王柏兴
江苏中利能源控
股有限公司
国开金融有限责
任公司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34.86%

223,527,337

境内非国有法人

6.91%

44,300,000

国有法人

5.72%

36,679,116

4.00%

25,640,000

2.52%

16,185,000

2.34%

14,989,622

1.77%

11,35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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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70,503 质押

208,032,910

质押

11,540,000

长安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长
安信托－长安投
资 974 号（浙银 其他
资本）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堆龙德庆中立创
业投资管理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公司
中海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中海信
托－中利集团员 其他
工持股计划集合
资金信托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
方消费活力灵活

其他

配置混合型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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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证券投资基金
#彭国华

境内自然人

1.64%

10,503,200

王伟峰

境内自然人

1.12%

7,200,000

其他

1.10%

7,046,588

质押

6,130,000

方正东亚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方
正东亚·丰盈 5 号
单一资金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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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44,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300,000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36,679,116 人民币普通股

36,679,116

25,6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640,000

22,656,834 人民币普通股

22,656,834

16,1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85,000

14,989,622 人民币普通股

14,989,622

11,358,824 人民币普通股

11,358,824

#彭国华

10,503,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03,200

王伟峰

7,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00

7,046,588 人民币普通股

7,046,588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
安信托－长安投资 974 号（浙银资
本）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王柏兴
堆龙德庆中立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信
托－中利集团员工持股计划集合
资金信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方
正东亚·丰盈 5 号单一资金信托

王柏兴先生持有堆龙德庆中立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1.17%的股份，为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王柏兴先生持有江苏中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94.00%的股份，为一致行动人；王柏兴与
王伟峰为父子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法人。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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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彭国华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5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03,200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50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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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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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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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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7年7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41,406,06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公司已于2017年7月13日实施派息。
2、公司于2017年7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2017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
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实施了2016年年度利润分配，股权激励价
格调整为14.41元/股，同时鉴于原激励对象雷建设、邹德育、王先革、周碧刚因个人原因离职，对上述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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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1.7 万股按予以回购注销。
公司于2017年9月14日披露了《关于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司于2017
年9月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3、公司于2017年7月17日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口头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公司与有关中介机构对
于口头反馈意见相关事项进行了逐项核查和回复。
公司于2017年7月19日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的公告》，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公司于2017年8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实施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的公
告》，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在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由23,120万股（含本数）调整为23,267万股（含本
数）。
公司于2017年9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核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 23,267 万股新股。
4、公司于2017年7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完成公告》，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信托－中利集团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已通过二级市场购入的方式累计购买公司股票 14,989,622 股，成交均价
约为 12.51 元/股。
5、公司于2017年7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动减持通过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告》，公
司实际控制人王柏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被动减持通过资管计划国金1号持有的公司股份5,563,359 股。
6、公司于2017年7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标全国村级光伏扶贫农场 EPC 统一招标项目的
公告 》，公司收到全国村级光伏扶贫农场（罗甸县、贞丰县、松桃苗族自治县）EPC中标通知书。
7、公司于2017年7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本次解除限
售的股份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之限售股份，共计69,298,7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80%。
8、公司于2017年8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收到电缆产品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司收到了中国通信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发放的关于中国电信数字通信用水平对绞电缆（2017 年）集中采购项目的中标通知书。
9、公司于2017年8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中利集团应收账款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成立的公告》,“中利集
团应收账款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完成了认购，本次专项计划实际收到的认购资金为 4.466333 亿元，至此本专项计划成立。
10、公司于2017年8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16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2016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
资券将于2017 年 8 月 14 日完成兑付。
11、公司于2017年8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所涉及标的股票递延解锁的公
告》，公司于 2017年 8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所涉及标的
股票递延解锁的议案》，根据公司激励计划及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考核结果，认为公司未能完成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二个解锁期的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激励对象在公司的第二个解锁期内所涉及的限制性股票进行递延解锁。
12、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青海中利(三期)扩产1000吨光棒项目开工建设的公告》，公司控
股子公司青海中利光纤技术有限公司扩产 1000 吨光棒项目举行开工仪式，该期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13、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实施包县脱贫签订光伏农场扶贫项目EPC协议的公告》，公司全
资子公司苏州腾晖光伏技术有限公司及江苏腾晖电力技术有限公司与相关政府及其指定方合计签订606.10MW 光伏农场扶
贫项目 EPC 协议，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累计签订929.46MW光伏扶贫项目EPC协议。

重要事项概述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口头反馈
意见回复的公告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7 年 07 月 05 日

公告编号：2017-080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7 月 17 日

公告编号：2017-081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7 月 18 日

公告编号：2017-083

，详见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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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
会发审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完成
公告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动减持通过资管
计划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告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标全国村级光伏
扶贫农场 EPC 统一招标项目的公告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的提示性公告
关于公司收到电缆产品中标通知书的公
告
关于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关于“中利集团应收账款一期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成立的公告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
所涉及标的股票递延解锁的公告
关于实施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
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数量上限的公告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批文的公告
关于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关于青海中利(三期)扩产 1000 吨光棒项
目开工建设的公告
关于实施包县脱贫签订光伏农场扶贫项
目 EPC 协议的公告

2017 年 07 月 19 日

公告编号：2017-087，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7 月 19 日

公告编号：2017-088，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7 月 21 日

公告编号：2017-089

2017 年 07 月 22 日

公告编号：2017-091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7 月 28 日

公告编号：2017-090，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8 月 05 日

公告编号：2017-092，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8 月 11 日

公告编号：2017-093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8 月 11 日

公告编号：2017-094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8 月 25 日

公告编号：2017-100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8 月 25 日

公告编号：2017-101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9 月 06 日

公告编号：2017-105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9 月 14 日

公告编号：2017-106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9 月 25 日

公告编号：2017-108，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9 月 25 日

公告编号：2017-109 ，详见巨潮资讯网。

，详见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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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63%

至

344.4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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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至

27,000

间（万元）

33,0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7,425.16
公司各项业务稳健发展，特种电缆产品进一步体现”老产品、新市场

“的优势、特种通讯设备和光棒光纤业务利润增长明显。光伏扶贫电站业务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稳步推进成效显著，EPC 收入增长幅度较大，毛利率保持稳定。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本期公允价

成本

值变动损益

307,320,02

股票

95,974,032

0.00
403,294,05

合计

4.03

报告期内购入 报告期内售 累计投资收

动

金额

出金额

益

期末金额

245,855,936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69
68,457,624.

4,396,329.58

.00
期货

计公允价值变

11,038,626.74

2.03
债券

计入权益的累

自有资金

74
515,079.44 自有资金

515,079.44
515,079.44 15,434,956.32

0.00

0.00

0.00

314,828,640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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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17 年 07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无资料
提供。
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动减持相关情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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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提供。
2017 年 07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17 年 08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17 年 08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近期解禁股份的相关情况，无资料
提供。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无资料
提供。
公司半年报利润及各板块毛利率情况，
无资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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