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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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唐灼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向贤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向贤青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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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49,678,219.07 12,437,799,208.64 -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974,121,582.27 7,670,809,269.32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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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856,606.33 4.06% 3,605,705,834.31 5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9,215,551.90 98.30% 346,030,254.32 6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3,443,983.71 66.53% 314,064,191.08 167.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03,485,487.65 32.24% 609,174,368.46 217.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100.00% 0.19 3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100.00% 0.19 3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 0.81% 4.41%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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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7,175.04 
主要为出售 Ferretto Group 40%

股权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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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2,9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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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47,880.59 
主要为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产生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14,749.2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576,1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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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0,540.77  

合计 31,966,06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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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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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灼林 境内自然人 14.72% 270,737,568 203,053,176 质押 156,200,000 

北大先行科技产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4% 188,347,825 188,347,825 质押 161,820,908 

唐灼棉 境内自然人 7.39% 135,885,134    

北京汽车集团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47% 118,956,522 118,956,522 质押 48,000,000 

宁德时代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0% 114,000,000 114,000,000   

余文芳 境内自然人 4.97% 91,440,000  质押 91,439,999 

北汽福田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0% 49,565,218 49,565,218   

青海普仁智能科

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5% 41,304,347 41,304,347   

建投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3% 39,215,685 39,215,685   

泸州市工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2% 31,58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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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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灼棉 135,885,134 人民币普通股 135,885,134 

余文芳 91,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1,440,000 

唐灼林 67,684,392 人民币普通股 67,684,392 

泸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1,581,710 人民币普通股 31,581,710 

华融证券－招商证券－华融优智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1,372,549 人民币普通股 31,372,549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

托·志道定增 1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1,332,549 人民币普通股 31,332,549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0,729,409 人民币普通股 20,729,409 

阮慧丽 14,306,720 人民币普通股 14,306,720 

北信瑞丰基金－浦发银行－北京国

际信托－北京信托·轻盐丰收理财

201501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034,483 人民币普通股 11,034,483 

李鸿雁 8,040,320 人民币普通股 8,040,3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唐灼林先生和唐灼棉先生为兄弟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北大先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与青海普仁智能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合伙）受同

一主体控制，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北京汽车集团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受同一主体控制，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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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1、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1,957,188,340.23 3,112,579,459.01 -1,155,391,118.78 -37.12% 主要系本期公司销售回款良好，以及票据贴现所致。 

预付款项 52,539,452.92 25,994,331.52 26,545,121.40 102.12% 主要系公司因销售增长而增加采购原材料所致。 

其他应收款 106,516,585.23 49,075,459.15 57,441,126.08 117.05% 
主要系本期确认了公司出售 Ferretto Group 40%股份，应收的剩余股权

转让款所致。 

存货 1,483,898,353.79 1,005,255,507.51 478,642,846.28 47.61% 主要系公司因销售增长而增加采购原材料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72,744,380.66 160,756,056.83 -88,011,676.17 -54.75% 主要系本期出售了 Ferretto Group 40%股份所致。 

在建工程 23,583,972.48 14,422,798.48 9,161,174.00 63.52% 主要系本期普莱德溧阳基地产线建设，以及厂房和办公场所装修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763,643.27 5,137,036.81 2,626,606.46 51.13% 主要系本期公司支付长期借款相关的融资手续费所致。 

短期借款 270,843,304.00 463,384,763.82 -192,541,459.82 -41.55% 主要系本期公司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预收款项 341,796,822.90 254,927,737.44 86,869,085.46 34.08% 
主要系公司智能包装设备板块业务在手订单增加、客户预付款相应增加

所致。 

应交税费 40,739,707.29 80,532,429.79 -39,792,722.50 -49.41% 主要系采购增加导致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83,916,205.56 161,603,800.39 -77,687,594.83 -48.07% 
主要系本期根据与百胜动力原股东签署的交易协议支付股权收购分期

尾款，以及支付供应商工程设备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64,507,148.13 405,908,721.80 -341,401,573.67 -84.11% 主要系本期归还与收购 Fosber S.p.A.60%股权相关借款所致。 

长期借款 584,100,422.57 332,567,918.80 251,532,503.77 75.63% 主要系本期发生与收购 Fosber S.p.A.60%股权相关的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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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1,838,647,096.00 1,149,154,435.00 689,492,661.00 60.00% 
主要系本期公司实施 2017 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4,392,872.74 16,476,995.35 7,915,877.39 48.04% 主要系本期人民币汇率变动导致外币报表折算差异变动所致。 

2、利润表项目 

报表项目 
本期 

（2018 年 1~9 月） 

上期 

（2017 年 1~9 月） 
变动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605,705,834.31 2,337,308,088.86 1,268,397,745.45 54.27% 
主要系本期新增合并北京普莱德 1-3 月营业收入，以及本期母公司、

北京普莱德和 Fosber S.p.A.在手订单和销售收入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2,808,705,709.36 1,823,404,514.93 985,301,194.43 54.04% 
主要系本期新增合并北京普莱德 1-3 月营业成本以及营业收入增长

带动成本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136,666,258.99 94,982,174.90 41,684,084.09 43.89% 
主要系本期新增合并北京普莱德 1-3 月销售费用以及营业收入增长

带动销售费用增长所致。 

管理费用 157,031,702.69 117,617,898.64 39,413,804.05 33.51% 主要系本期新增合并北京普莱德 1-3 月管理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 19,547,604.21 8,716,386.65 10,831,217.56 124.26% 主要系本期新增合并北京普莱德 1-3 月财务费用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853,684.30 176,493.64 -8,030,177.94 -4549.84% 
主要系公司持续开拓新市场新应用，原材料得到有效利用导致价值

回升。 

其他收益 4,134,935.73 17,958,410.17 -13,823,474.44 -76.97% 主要系上期母公司收到了较多的归属于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所致。 

投资收益 25,854,672.85 16,828,247.99 9,026,424.86 53.64% 主要系本期出售 Ferretto Group 40%股份所产生的投资收益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95,923.15 95,134,703.57 -95,038,780.42 -99.90% 主要系上期母公司确认了旧厂拆迁处置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6,853,503.17 14,498,790.69 -7,645,287.52 -52.73% 主要系上期确认了嘉腾机器人原股东应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760,731.35 20,769,671.82 -20,008,940.47 -96.34% 

主要系 Fosber S.p.A.2016 年度超额完成业绩承诺，公司根据交易协

议中有关收购对价调整的条款，在 2017 年向其原股东支付调整对

价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346,030,254.32 204,637,369.84 141,392,884.48 69.09% 

主要系新增合并北京普莱德 1～3 月净利润以及母公司、北京普莱

德和 Fosber S.p.A.业绩增长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3,523,746.20 29,272,114.25 -25,748,368.05 -87.96% 主要系上期收购了 Fosber S.p.A. 40%股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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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表项目 
本期 

（2018 年 1~9 月） 

上期 

（2017 年 1~9 月） 
变动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09,174,368.46  192,038,973.44  417,135,395.02  217.21% 

主要系本期新增合并北京普莱德 1-3 月金额以及母公司、北

京普莱德和 Fosber S.p.A.业绩增长、整体销售回款情况良好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1,815,847.65  -2,423,755,110.74  2,341,939,263.09  -96.62% 

主要受以下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1) 上期公司完成北京普莱德 100%股权和 Fosber S.p.A. 40%

股权的收购，以现金方式支付收购款金额较大； 

2）主要系 Fosber S.p.A.2016 年度超额完成业绩承诺，公司

根据与其原股东交易协议中有关收购对价调整的条款，在

2017 年向其原股东支付调整对价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96,322,866.83  2,773,538,654.03  -3,269,861,520.86  -117.89% 

主要受以下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1) 上期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总额约 29 亿元； 

2) 上期公司为完成收购 Fosber S.p.A.40%股权而发生借款； 

3）本期偿还了银行借款并支付了较多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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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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购股份事项进展 

    2018年7月2日、2018年7月27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并且已披露《回购股份报告书》。拟以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10元/股的条件下，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自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期为回购方案自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1,663,6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3%，最高成交

价为5.0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59元/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5,705.15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符

合既定方案，并将根据市场情况持续推进回购股份计划。 

    （二）转让全资子公司东方荷兰持有的FERRETTO GROUP 40%股份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东方荷兰于意大利当地时间 2018 年 9 月 21 日与Ferretto Group S.p.A.原股东签署了《股份买卖协议》，

东方荷兰以合计 1250 万欧元的价款，向Ferretto Group S.p.A.原股东转让其持有的 Ferretto Group S.p.A. 40%股权，交易标的

资产已于意大利当地时间2018年9月24日完成交割过户。 

    本次交易将能够回收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投资成本，并会取得一定的投资收益，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

现金流情况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保持稳健经营，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回购股份事项进展 

2018 年 10 月 16 日 

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2018 年 10 月 11 日 

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2018 年 08 月 09 日 

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回

购股份报告书》 

转让全资子公司东方荷兰持有的

FERRETTO GROUP 40%股份 
2018 年 09 月 26 日 

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转让意大利 FERRETTO GROUP 40%

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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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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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 至 33.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55,033.91 至 65,236.28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9,049.8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2017 年度公司确认非经常性损益 13,738.24 万元，主要原因为确认旧厂房

土地拆迁的资产处置收益以及百胜动力原股东业绩补偿所致。剔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影响后，预计 2018 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较去

年增长幅度为 35%~80%。 

2. 公司“高端智能装备”和“汽车核心零部件”双主业发展态势良好：受益

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景气度提升，子公司北京普莱德预计 2018 年销售订单

较去年同期显著增加；智能包装设备业务受益于供给侧改革、产业升级和

客户集中度提升等行业趋势的积极影响，在手订单充足，销售业绩稳步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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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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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和

募集资金 
103,000 102,000 0 

合计 103,000 1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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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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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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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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