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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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建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徐敏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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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0,371,258.91 5,188,697,163.18 -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744,355,984.25 3,614,739,412.04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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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416,698.66 -1.49% 1,110,926,225.58 -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8,189,762.91 42.49% 131,883,593.83 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4,725,256.84 16.54% 82,233,760.84 -28.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9,051,179.66 不适用 2,689,990.10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13 43.70% 0.1164 1.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13 43.70% 0.1164 1.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0% 0.50% 3.62%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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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2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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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88,050.3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1,598,769.7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8,684.75  

减：所得税影响额 8,556,461.56  

合计 49,649,832.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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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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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电子集团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25% 239,420,401 10,897,435 质押 171,000,000 

张红 境内自然人 8.74% 98,467,868 73,850,901 质押 23,900,000 

山东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信托－恒赢

37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4.75% 53,558,862 0   

山东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信托－恒赢

38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4.75% 53,558,862 0   

中信建投基金－

中信证券－中信

建投基金银河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00% 33,782,050 33,782,050   

江苏银河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2.59% 29,175,498 0   

林超 境内自然人 2.48% 27,973,316 27,973,316 质押 27,973,316 

张恕华 境内自然人 2.41% 27,197,430 20,398,072   

张家港汇智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8% 23,460,000 0   

张桂英 境内自然人 2.02% 22,80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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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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228,522,966 人民币普通股 228,522,966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信托－恒赢 37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53,558,862 人民币普通股 53,558,862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信托－恒赢 38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53,558,862 人民币普通股 53,558,862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29,175,498 人民币普通股 29,175,498 

张红 24,616,967 人民币普通股 24,616,967 

张家港汇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3,4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60,000 

张桂英 2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00,000 

庞绍熙 18,505,241 人民币普通股 18,505,241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

托成泉汇涌八期金融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7,282,998 人民币普通股 17,282,998 

李杰斌 9,065,811 人民币普通股 9,065,8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银河电子集团和汇智投资为一致行动人，张红和张恕华为姐弟关系。未知其

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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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中有较大变动情况的项目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增减（%） 

货币资金 142,793,576.06 224,641,478.21 -36.43% 

应收票据 208,820,621.98 348,267,923.50 -40.04% 

预付款项 59,720,672.16 41,304,373.36 44.59% 

其他应收款 17,080,439.99 11,728,138.64 45.64% 

在建工程 34,395,562.38 6,052,721.44 468.27% 

其他非流动资产 74,336,395.69 18,847,685.20 294.41% 

应付账款 268,096,122.38 394,817,383.49 -32.10% 

预收款项 22,242,983.27 41,027,664.37 -45.79% 

应付职工薪酬 32,656,898.70 48,495,565.66 -32.66% 

其他应付款 35,673,569.69 103,654,162.16 -65.58% 

预计负债 20,188,192.93 13,922,136.30 45.01% 

变动分析： 

1、报告期末，公司的应收票据较上年末减少 139,447,301.52 元，减幅为40.04%，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

期内将票据转让供应商及到期收款所致，其中同智机电减少65,178,578.00元、福建骏鹏减少65,404,580.17 

元。 

2、报告期末，公司的预付款项较上年末增加18,416,298.80元，增幅为44.59%，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

预付材料款增加12,866,351.71元所致。 

3、报告期末，公司的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末增加5,352,301.35 元，增幅为45.6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预付

土地保证金增加5,260,000.0元所致。 

4、报告期末，公司的在建工程较上年末增加 28,342,840.94元，增幅为468.27%，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

内因募投项目投入的在建工程项目较上年末有所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末，公司的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末增加55,488,710.49 元，增幅为294.41%，主要原因是公司在

报告期内因募投项目预付的工程款增加所致。 

6、报告期末，公司的应付账款较上年末减少126,721,261.11元，减幅为32.1%，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

有部分应付账款的付款信用期陆续到期支付所致，其中母公司银河电子比年初减少177,499,893.00元。 

7、报告期末，公司的预收款项较上年末减少18,784,681.10元，减幅为45.79%，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

减少了部分预收款所致，其中母公司银河电子比年初减少14,786,843.13 元。 

8、报告期末，公司的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减少15,838,666.96 元，减幅为32.66%，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

告期内发放计提的职工薪酬所致。 

9、报告期末，公司的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末减少 67,980,592.47 元，减幅为65.58%，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

期内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减少67,289,270.00元所致。 

10、报告期末，公司的预计负债较上年末增加6,266,056.63 元，增幅为45.01%，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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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计提的售后服务费较上年末有所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中有较大变动情况的项目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9月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财务费用 26,079,418.94 -5,537,592.79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13,667,897.94 4,799,252.63 184.79% 

其他收益 35,639,068.36 - 100% 

投资收益 30,552,890.19 -328,487.60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162,052.40 34,828,085.00 -99.53% 

营业外支出 1,090,597.28 333,329.74 227.18% 

少数股东损益 -1,979,377.77 -316,920.82 不适用 

变动分析：                      

1、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费用、其他收益、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变化大，主要原因是根据

会计政策及相关规定，部分列报项目有所变更所致。（其中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项目，原计

入营业外收入，现计入其他收益，本期计入其他收益项目的金额为35,639,068.36元；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

到的利得，原计入财务费用，现计入投资收益，本期计入投资收益项目的金额为30,552,890.19 元） 

2、报告期内，公司的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8,868,645.31 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计提的

应收款坏帐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757,267.54 元，增幅为227.18%，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

期内固定资产处理损失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其中母公司银河电子固定资产处理损失645,011.04元。  

4、报告期内，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末减少1,662,456.94 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洛阳嘉

盛电控技术有限公司、合肥合试测试股份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损益减少所致。 

 

    （三）报告期内公司的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9月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89,990.10 -59,071,528.20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985,329.09 -553,828,245.13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255,129.72 307,159,338.49 -157.71%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575,083.13 174,533.43 229.50% 

变动分析： 

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了61,761,518.30 元，主要原因是在报告期

内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45,813,574.22元，主要原因是在报告期内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及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所

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84,414,468.21 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到借

款收到的现金与偿还债务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及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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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增加所致。 

4、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年同期增加400,549.70 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人民

币对美元汇率波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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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并于2018年10月8日召

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2018年10月12日，公司于指定媒体公告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回购公司股份 

2018 年 09 月 22 日 

具体情况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的公告》（编号 2018-053） 

2018 年 10 月 12 日 

具体情况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的报告书》（编号 201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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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至 2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6,855.79 至 22,474.39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8,728.6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 2018 年公司总体业绩较去年同期保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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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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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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置募集资金 39,850 39,85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闲置资金 40,000 40,000 0 

合计 79,850 7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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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建明 

2018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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