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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Ａ                            公告编号：2018-052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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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东升先生、执行委员会主席（首席执行官）陈炎顺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芸女士及会

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晓萍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报告分别以中英文两种语言编制，在对中英文文本的理解上发生歧义时，以中文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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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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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680,059,305.00 256,108,741,849.00 1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818,805,445.00 84,809,816,377.00 1.19%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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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90,508,323.00 4.79% 69,464,413,289.00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3,860,235.00 -81.42% 3,379,066,735.00 -4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9,979,875.00 -93.68% 1,098,848,634.00 -81.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8,297,602,412.00 -1.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 -80.65% 0.097 -47.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 -80.65% 0.097 -47.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7% -82.33% 3.92% -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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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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06,941.00 无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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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1,679,361.00 无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0.00 无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9,317,244.00 无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无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0.00 无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0.00 无 

债务重组损益 0.00 无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无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0.00 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0.00 无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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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977,796.00 无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53,235.00 无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无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0.00 无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0.00 无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无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197,584.00 无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无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3,681,228.00 无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1,518,950.00 无 

合计 2,280,218,10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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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23,472 (其中 A 股股东 1,384,020 户、B 股股东 39,452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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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有资本经

营管理中心 
国有法人 11.68% 4,063,333,333 0 无 0 

重庆渝资光电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62% 2,653,000,041 0 无 0 

合肥建翔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7.21% 2,510,142,953 0 无 0 

北京亦庄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7% 1,241,423,641 0 无 0 

北京京东方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6% 822,092,18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2% 493,694,62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八组合 
其他 1.07% 371,014,227 0 无 0 

北京电子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9% 273,735,583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1% 248,305,30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8% 132,480,249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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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4,063,333,333 人民币普通股 4,063,333,333 

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653,000,041 人民币普通股 2,653,0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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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2,510,142,953 人民币普通股 2,510,142,953 

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41,423,641 人民币普通股 1,241,423,641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22,092,180 人民币普通股 822,092,18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93,694,620 人民币普通股 493,694,62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371,014,227 人民币普通股 371,014,227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73,735,583 人民币普通股 273,735,58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8,305,3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305,3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2,480,249 人民币普通股 132,480,2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有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 

2、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6.25%的股份，是其

控股股东。 

3、在京东方 2014 年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分别通过《表决权行使协议》约定其所持公司全部股份在行使股东表决权时

与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保持一致。  

4、在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通过《股份管理协议》

将其直接持有的 70%股份交由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取得该部分股份附带的除处分权及收益权以外的股东权利；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

中心将其直接持有的其余 30%股份的表决权通过《表决权行使协议》约定在行使股东表

决权时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保持一致。 

5、除上述股东关系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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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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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本期 期初/去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存货 12,178,965,256.00 8,957,719,381.00 36% 主要是新项目量产及合并范围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4,036,661,192.00 6,928,854,415.00 -42% 主要是报告期内联营公司转为子公司所致 

在建工程 67,442,708,371.00 50,761,250,426.00 33% 为报告期内新建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2,096,470,048.00 16,749,587,533.00 32% 
主要是报告期内随公司产销量增加，材料采

购款相应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068,813,097.00 9,109,708,511.00 -33% 主要是报告期内归还银行贷款所致 

财务费用 2,242,661,339.00 1,413,361,041.00 59% 主要是汇兑损失及费用化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83,454,658.00 1,757,042,642.00 -55% 
主要是根据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提存

货跌价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2,261,274,910.00 458,317,281.00 393% 主要是报告期内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58,565,775.00 61,147,940.00 323% 主要是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681,695,994.00 27,057,943,017.00 -57% 主要为报告期内归还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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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下属全资公司京东方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包括：乐视移动智

能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移动”）、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乐赛移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贾跃亭，诉讼请求金额合计约4,184万美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分别于2017年7月6日和2017年7月31日作出《受理案件通

知书》和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乐视移动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被驳回，并已向最高人民法院就管辖权

异议裁定提起上诉，201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终局裁定，驳回乐视移动上诉，维持原裁定。本公司已就上述诉讼金

额对应的应收款项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其对公司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参股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8 年 0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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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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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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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

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来源 

境内外股票 HK00903 冠捷科技 134,658,158.00 
公允价值

计量 
21,584,703.00 0.00 -13,251,799.00 0.00 0.00 196,070.00 14,791,508.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SH600658 电子城 90,160,428.00 
公允价值

计量 
108,996,372.00 0.00 23,298,083.00 0.00 0.00 1,875,523.00 69,973,707.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HK01963 重庆银行 120,084,375.00 
公允价值

计量 
130,968,760.00 0.00 -15,895,655.00 0.00 0.00 3,033,233.00 104,188,72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基金 BLK 

贝莱德全

球配置基

金(美元)A2 

0.00 
公允价值

计量 
6,347,799.00 0.00 2,081,841.00 0.00 6,179,429.00 2,570,403.00 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HK06066 中信建投 70,041,364.00 
公允价值

计量 
65,856,319.00 0.00 -24,453,603.00 0.00 0.00 0.00 45,587,761.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HK01518 
新世纪医

疗 
140,895,855.00 

公允价值

计量 
178,837,871.00 0.00 605,921.00 0.00 662,426.00 1,127,547.00 141,501,776.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HK00948 融达控股 0.00 
公允价值

计量 
246,566.00 0.00 305,200.00 0.00 290,658.00 299,797.00 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 

合计 555,840,180.00 -- 512,838,390.00 0.00 -27,310,012.00 0.00 7,132,513.00 9,102,573.00 376,043,472.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无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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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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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000 583,200 0 

合计 1,257,000 58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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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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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7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半年度业绩及行业主要情况； 

公司主要经营信息； 

技术和产品创新； 

未来战略布局。 

 

2018 年 07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07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07 月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07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07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07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08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09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8 年 09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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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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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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签字）：                 

                                                                            王东升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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