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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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光华独立董事及方少华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请假，均委托杨坤独立董事

代为表决，其余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俞世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蒋红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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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0,736,258.56 222,982,735.65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7,340,791.64 187,581,674.14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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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37,320.61 12.80% 78,360,145.04 1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80,292.75 60.02% 1,193,600.82 15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446,538.44 104.26% -278,330.29 92.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168,242.20 4.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 58.82% 0.008 15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 58.82% 0.008 15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9% 0.75% 0.64% 1.8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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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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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42.4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309,505.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6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7.50  

合计 1,471,93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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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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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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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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紫竹高新

区（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41% 35,020,706    

安庆市金安汇

汽车配件制造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72% 13,936,050    

韶关金启利贸

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0% 6,745,719  质押 6,735,000 

深圳昭时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6% 4,390,300    

刘涅贞 境内自然人 2.97% 4,264,55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19% 3,147,500    

李怡新 境内自然人 2.02% 2,899,636  质押 2,899,636 

华紫嫣 境内自然人 1.95% 2,800,000    

广州昭时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 2,650,000    

杨伦江 境内自然人 1.76% 2,5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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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上海紫竹高新区（集团）有限公司 35,020,706 人民币普通股 35,020,706 

安庆市金安汇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13,936,050 人民币普通股 13,93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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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金启利贸易有限公司 6,745,719 人民币普通股 6,745,719 

深圳昭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390,300 人民币普通股 4,390,300 

刘涅贞 4,264,550 人民币普通股 4,264,55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47,500 人民币普通股 3,147,500 

李怡新 2,899,636 人民币普通股 2,899,636 

华紫嫣 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 

广州昭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0,000 

杨伦江 2,520,154 人民币普通股 2,520,1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紫竹高新区（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非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个人股东刘涅贞与华紫嫣通过证券公司的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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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13,440,666.62元，下降79.20%，因营业收入和备货生产量增

长，本期原材料采购增加，以银行承兑支付供应商货款增加，使期末应收票据余额同比减

少。 

2. 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516,164.94元，增长56.64%，主要为原材料采购预付款增加

所致。 

3.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5,186,993.35元，增长396.28%，因三级子公司上海威尔泰

测控工程有限公司预付松江厂房改建工程款、预付电力扩容款等所致。 

4. 存货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18,146,023.79元，增长44.64%，因销售订单增加、电磁水表等新

产品销量逐步增加，为适应交货期的要求，公司调整部分产品备货量，并考虑压力生产线

搬迁，为满足后续订单如期交货，增加半成品备货量。 

5.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年初数增加3,572,748.21元，主要为松江厂房改建工程投入。 

6. 预收款项期末余额较年初数增加2,692,841.29元，增长155.99%，主要为公司期末未完成订

单增加所致。 

7.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年初数减少4,067,278.00元，为上年末计提2017年年终奖已在本

年发放所致。 

8.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年初数减少4,752,987.23元，下降73.30%，主要为期初数中应缴增值

税3,931,727.09元、应缴所得税2,006,992.42元等已在本年缴纳。 

9. 研发费用期末余额较年初数减少1,390,195.51元，下降43.93%，主要为本年大功率电动执

行机构和水质分析控制器项目研发接近尾声阶段，立体化水质监控系统及电磁水表3.0版

项目本年刚启动，故研发费用投入同比减少。 

10.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同比增加562,239.01元，增长149.87%，主要因期末短期应收账款

增加所致。 

11.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同比减少305,951.29元，下降61.28%，主要为从递延收益中结转的

补贴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12.营业利润前三季度发生额同比增加3,961,349.23元，增长257.33%，利润总额前三季度发生

额同比增加3,664,518.82元，增长349.2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前三季度发生额同

比增加3,379,192.19元，增长154.61%，主要因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加10,160,823.61元，

使各项利润指标同比增长。 

1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8,401,748.72元，下降184.07%，主要为三级子公司

上海威尔泰测控工程有限公司支付松江厂房改建工程款所致。 

1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1,434,483.32元，增长50.00%，主要为根据公司2017

年度利润分配决议，本年按每10股支付现金股利0.10元，上年同期为每10股支付现金股利

0.20元。 

15.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减少6,501,677.17元，下降72.75%，主要因本期威尔泰测

控工程有限公司支付松江厂房改建工程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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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重要事项 

2018年8月3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威尔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仪器仪表公

司”）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威尔泰测控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测控工程公司”）获得营

业执照，至此测控工程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测控工程公司住所为上海市松江区华

哲路355弄8号，主要经营范围为：压力变送器、电磁流量计组件的生产、加工。仪器仪表、

控制系统的开发、生产。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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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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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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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5.00% 至 25.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11.23 至 352.05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81.6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由于中美贸易战带来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

加，1-3 季度国内经济增速有所下降，预计全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相比变动

不大。 

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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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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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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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500 3,500 0 

合计 3,500 3,5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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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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