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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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沈庆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萧得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葛宗萍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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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29,963,201.58 23,226,511,152.33 1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619,113,081.20 12,282,987,577.54 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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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7,751,346.46 28.97% 17,267,515,883.17 2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31,803,880.56 89.75% 1,562,118,829.85 8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79,740,401.90 97.67% 1,439,040,224.25 108.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40,580,550.98 52.64% 2,489,627,407.59 1,015.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 74.19% 0.75 7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 74.19% 0.75 7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8% 3.64% 11.68%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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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1,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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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30,839.6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7,626,0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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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的投资收益 

682,960.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99,636.1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589,6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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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3,078,605.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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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11,4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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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港实业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66.38% 1,534,242,198 1,534,242,198 -- -- 

集辉国际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6.44% 148,954,568 148,954,568 -- --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兼善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兼

善鹏诚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5% 123,764,705 123,764,705 -- -- 

德乐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3.27% 75,619,803 75,619,803 -- -- 

悦沣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5% 40,549,195 40,549,195 -- -- 

兼善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04% 24,031,764 24,031,764 -- -- 

毅富管理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04% 24,031,764 24,031,764 -- -- 

春华秋实（天津）

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秋实兴

本（天津）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 23,529,411 23,529,4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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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市益富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17,084,836 17,084,836 -- -- 

深圳市信群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7% 15,499,968 15,499,9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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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丹平 424,820 人民币普通股 424,820 

黄利青 4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3,000 

彭明立 320,4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400 

王涛 262,166 人民币普通股 262,166 

沈华友 260,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300 

于登玉 246,966 人民币普通股 246,966 

刘成芬 241,2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200 

梁德谋 22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900 

郭琴 222,3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300 

姚德玉 2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1、美港实业有限公司及集辉国际有限公司均为臻鼎科技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TW：4958）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2、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兼善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兼善鹏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兼善投资有限公司均

为陈彬与孔茜倩管理的企业；3、德乐投资有限公司、悦沣有限公司、深圳市益富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深圳市信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4、除以上股东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前十名中：1、彭明立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20,400 股;2、王涛通过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62,166 股;3、刘成芬通过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41,200 股；4、梁德谋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2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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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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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会计报表科目 期末余额(单位:元) 年初余额(单位: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952,374,692.20   2,214,165,308.54  168.83% 系公司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0 1,761,759.24 -100.00% 
系公司远期外汇合约到期交割完成

所致 

其他应收款 386,792,352.26 689,860,614.34 -43.93% 系上年度末出口退税本年完成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91,655,953.87 2,421,407,321.69 -50.79% 
系公司资产托管及理财产品到期所

致 

在建工程   420,646,250.79  219,604,615.66  91.55% 系本年在建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无形资产 1,766,667,273.19  241,069,298.19 632.85% 
系上期预付土地出让金本期转入无

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2,744,837.11 36,716,338.63 -38.05% 系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96,370,150.26 1,092,558,609.83 -63.72% 
系上期预付土地出让金本期转入无

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所致 

预收款项 56,390,360.45 17,515,106.30 221.95% 系营收增加，客户预收款项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29,671,084.79 1,959,843.50 1413.95% 
系计税基础上先抵扣，账上估列增加

未来应缴税负义务所致 

资本公积 11,985,333,257.12   8,525,550,580.88  40.58% 系发行新股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3,948,850.65  -15,261,544.92 125.87% 系境外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所致 

未分配利润  2,195,198,838.77  1,569,209,488.92  39.89% 系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会计报表科目 
年初至期末金额 

(单位:元) 

上年同期金额 

(单位: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653,210,401.75 442,271,997.16 47.69% 
系职工薪酬及土地使用权摊销费用

增加所致 

利息费用 63,957,577.52 46,055,479.00 38.87% 系美元利率提高所致 

利息收入 29,134,239.62  17,612,907.18 65.41% 系美元利率提高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9,274,962.86     23,400,401.16 110.57% 系存货跌价损失增加 

其他收益 63,330,839.69 37,160,328.74 70.43% 系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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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1,761,759.24 439,844.40 300.54% 

系公司远期外汇合约到期交割完

成，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转入本科目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7,493,719.08  13,434,839.71 -44.22% 系公司本年机器设备处置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8,810,805.99 14,391,479.07 -38.78% 
系上年同期政府补助款适用准则变

动，重分类至其他收益科目所致。 

营业外支出 23,276,109.18  15,576,796.74 49.43% 系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增加 

所得税费用 336,984,885.16  135,971,140.70 147.84% 因本年利润增长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会计报表科目 
年初至期末金额 

(单位:元) 

上年同期金额 

(单位: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18,631,266,413.84   12,991,760,748.55 43.41% 系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1,309,412,513.41 501,953,524.78 160.86% 
系营业收入增长及出口退税申报及核

销审批加快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505,481,383.69 313,495,851.78 61.24% 系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489,627,407.59 -271,965,203.98 1015.42% 系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604,050,600.00 712,387,471.90 125.17% 
系公司理财产品及三个月以上定期存

款到期赎回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

现金 
129,673,058.55 73,421,281.61 76.62% 

系公司理财产品及三个月以上定期存

款到期赎回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123,214,506.41  

            

308,059,494.61  -60.00% 
系2017年公司其他长期应收款收回所

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0 416,220,000.00 -100% 

系2017年子公司进行股权转让,本年无

此项目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2,398,209,408.94 

 

                   

1,706,995,453.59 

 

40.49% 系本年公司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0  692,000,000.00 -100.00% 
系本年减少购买理财产品及三个月以

上定存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0   1,962,970,074.85 -100.00% 

系2017年收购境外子公司支付对价,本

年无此项目所致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

量净额 

        

-541,271,243.98 

 

         

-2,851,877,280.32 

 

81.02% 系本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减少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601,228,431.36    2,632,146,463.00  36.82% 系公司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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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1,714,202,972.19 

                       

 7,611,166,273.67 

 

53.91% 系本年偿还到期债务所致 

筹资活动(使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16,790,577.17  

 

2,877,868,972.37 -33.40% 系本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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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发布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公告》：经董事会同意，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募集资金实施

项目主体全资子公司庆鼎精密电子（淮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鼎精密”）增资 4 亿元人民币，向募集资金实施项目主体

全资子公司宏启胜精密电子（秦皇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启胜”）增资 2 亿元人民币； 

其中：宏启胜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完成以上增资事宜，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庆鼎精密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完成以上增资事宜，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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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1% 至 56.62%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56,200.00 至 286,20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82,732.1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智能化及自动化水平以及公司产能利用率的不断提升，有效降低公司

成本。 同时，公司不断强化精细化管理，增强了公司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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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投资成 本期公允价值 计入权益的累 报告期内购 报告期内 累计投资收 期末 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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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变动损益 计公允价值变

动 

入金额 售出金额 益 金额 

金融衍生工具 1,761,759.24 -1,761,759.24 0.00 0.00 0.00 2,444,719.33 0.00 自有资金 

合计 1,761,759.24 -1,761,759.24 0.00 0.00 0.00 2,444,719.33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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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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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0 0 

其他类 自有资金 240,400 53,500 0 

合计 260,400 5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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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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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2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鹏鼎控股：

2018 年 9 月 2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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