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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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冷志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施金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苏政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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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5,974,181.17 2,312,715,170.72 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26,974,552.33 1,610,781,203.06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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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274,550.42 18.01% 1,140,578,377.64 1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444,102.21 38.57% 86,935,790.35 3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4,806,962.79 144.75% 70,383,782.24 43.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421,803.06 2,228.01% -13,841,726.25 -140.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30 38.38% 0.2369 37.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22 35.94% 0.2340 37.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 0.31% 5.32%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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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7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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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72,437.8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4,583.8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64,729.0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43,333.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935.27  

合计 16,552,00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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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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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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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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1% 27,637,834 0   

苏州沣盈印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0% 23,888,822 0 质押 19,050,000 

吉素琴 境内自然人 3.88% 14,475,498 10,856,623 质押 5,546,700 

冷志斌 境内自然人 3.51% 13,091,878 9,818,908 质押 5,615,100 

闻庆云 境内自然人 2.38% 8,874,768 0   

施金霞 境内自然人 2.15% 8,017,312 6,012,984 质押 4,069,500 

王宏祥 境内自然人 1.86% 6,943,808 0   

周家智 境内自然人 1.82% 6,772,068 5,079,051 质押 1,820,900 

潘恩海 境内自然人 1.36% 5,088,033 4,457,394 质押 2,698,400 

朱鹏程 境内自然人 1.35% 5,034,308 4,389,200 质押 2,67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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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7,637,834 人民币普通股 27,637,834 

苏州沣盈印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888,822 人民币普通股 23,888,822 

闻庆云 8,874,768 人民币普通股 8,874,768 

王宏祥 6,943,808 人民币普通股 6,943,808 

杨林 4,528,084 人民币普通股 4,528,084 

王守元 4,464,876 人民币普通股 4,464,876 

吉素琴 3,618,875 人民币普通股 3,618,875 

冷志斌 3,272,970 人民币普通股 3,272,970 

壮琪源 2,824,200 人民币普通股 2,824,200 

扬州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74,100 人民币普通股 2,57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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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吉素琴、冷志斌、闻庆云、施金霞、王宏祥、周家智、杨林均为江苏

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系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关联自

然人，但以上各方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其他股东未知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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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95,833,802.38  587,267,534.08  -32.60% 
主要是报告期内购买银行保本理财、股利分配、支付保

证金致期末货币资金减少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91,407,880.62  435,439,952.88  35.82%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的应收票据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9,793,988.00  43,726,103.92  -31.86% 主要是报告期预付材料采购款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3,632,290.11  5,237,142.39  1878.79% 主要是报告期母公司购买银行理财所致 

长期应收款 3,656,465.12  10,058,822.79  -63.65%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分期收款销售商品货款所致 

在建工程 17,984,717.45  242,574.15  7314.11% 主要是母公司智能制造车间开工建设 

无形资产 157,477,896.05  110,031,214.04  43.12% 
主要是母公司预付的土地出让金在报告期内已办理土

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7,226,490.99  3,799,262.70  90.21% 主要是报告期待摊的研发楼装修费用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691,622.50  64,810,383.54  -74.25% 主要是母公司预付的土地出让金转无形资产所致 

短期借款 20,637,600.00      主要是报告期内母公司增加银行贷款所致 

预收款项 202,371,625.14  135,599,812.82  49.24% 主要是报告期订单增加，收到合同预付款增加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7,768,438.01 69,761.49 -11235.71% 主要是报告期内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3,023,052.72 10,651,884.29 116.14% 主要是报告期内计提的坏账损失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26,892,524.39 10,834,473.20 148.21% 主要是政府补助和软件退税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883,111.04 9,900,400.00 -91.08% 主要是上年同期有股权转让收益，而本年无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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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440,001.67 64,800.00 579.01%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赔偿款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535,416.22 2,236,904.21 -76.06% 
主要是上年同期创科源子公司有应付供应商延迟付款

赔偿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841,726.25  34,059,949.13  -140.64% 

主要是依据2017年会计监管协调会规定背书转让的票

据不在现金流量表列报，本期实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增加和上期收到陶雄兵及一致行动人的赔

偿金，导致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8,284,727.67  -7,759,870.97  -1553.18% 主要是报告期内母公司购买银行理财支出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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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施了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8月17日、2018年9月19

日、2018年9月21日、2018年10月9日分别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2018-036）、《回购报告书》

（2018-042）、《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2018-043）、《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的公告》（2018-044）。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数量3,158,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5%，最高成交价为7.2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15元/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21,720,141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

计划。 

公司其他报告期内相关重要事项情况详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朱正强、宋美玉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被冻结 
2018 年 01 月 13 日 

《关于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2018-001）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1 月 13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朱正强、宋美玉、江

苏亚威创科源激光装备

有限公司的诉讼事项 

2018 年 01 月 26 日 
《诉讼公告》（2018-003）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1 月 26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1 月 30 日 
《诉讼公告》（2018-004）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1 月 30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8 月 04 日 
《诉讼公告》（2018-026）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8 月 4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2018 年 02 月 03 日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2018-005）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2

月 3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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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产品销售合同 2018 年 05 月 21 日 
《关于签署产品销售合同的公告》（2018-022）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5 月

2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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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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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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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至 5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1,364.98 至 14,206.23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万元） 
9,470.8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8 年公司积极推进智能制造升级战略，在稳步发展金属成形机床业务、保持细分龙头

地位的同时，大力推动智能制造产业升级，继续加大激光加工装备、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两

大高成长性业务的开拓力度，经营业绩稳步增长。预计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11,364.98 万元-14,206.23 万元，同比增长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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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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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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0,000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000 0 0 

合计 11,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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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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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5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 年 05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 年 05 月 2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 年 06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 年 07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 年 08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 年 08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冷志斌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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