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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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刘眉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盖洪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洪锁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5,206,505,520.52 22,360,353,538.60 1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760,933,968.05 11,390,417,932.66 3.2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5,505,411.78 -1,726,550,501.90 7.0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9,081,923,440.51 8,183,322,731.87 1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2,526,091.51 315,054,580.98 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4,944,344.90 287,291,457.54 9.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59 2.818 增加0.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6 0.117 7.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6 0.117 7.6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5,977.85 -625,423.9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44,845.87 32,360,987.8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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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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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重组损益 473,350.88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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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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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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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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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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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64,643.45 2,177,736.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14,854.17 -1,812,569.84

所得税影响额 -459,461.60 -4,992,334.28

合计 1,509,195.70 27,581,746.6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55,5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586,634,344 21.57 152,695,392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中证

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75,072,474 2.76 0 未知 -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

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57,343,244 2.11 0 未知 - 未知

陕西航天导航设备有限公司 53,277,182 1.96 53,277,182 无 - 国有法人

湖北聚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49,427,214 1.82 0 无 - 国有法人

陕西苍松机械有限公司 45,345,306 1.67 45,345,306 无 - 国有法人

北京兴华机械厂有限公司 38,049,810 1.4 38,049,810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8,015,936 1.4 0 未知 - 国有法人

北京东资远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2,179,720 1.18 0 未知 -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30,358,226 1.12 0 未知 -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433,938,952 人民币普通股 433,938,95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中证国防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75,072,474 人民币普通股 75,072,47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57,343,244 人民币普通股 57,343,244

湖北聚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49,427,214 人民币普通股 49,427,214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8,015,936 人民币普通股 38,015,936

北京东资远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2,179,720 人民币普通股 32,179,720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30,358,226 人民币普通股 30,358,226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30,358,226 人民币普通股 30,358,226

湖北鼎锋长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鼎锋长江定

增五期私募基金

30,358,226 人民币普通股 30,358,22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234,926 人民币普通股 19,234,9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以上股东中，陕西航天导航设备有限公司、陕西苍松机械有限公司、北京兴华机械厂有

限公司为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北聚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为中

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未知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本期数 年初余额/上期数

期末/本期金额较

年初/上期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其他应收款 246,980,795.43 153,287,503.21 61.12 代垫款项尚未结算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2,048,916.11 28,101,402.98 49.63

期末留抵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所

致

在建工程 1,155,122,031.23 847,725,439.51 36.26 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5,144,630,000.00 3,552,130,000.00 44.83

经营规模扩大导致流动资金需求增

加，从而增加了短期借款

应交税费 39,523,575.65 104,325,798.53 -62.12 期末应付的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544,957,381.20 334,484,700.83 62.92 代垫款项尚未结算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300,000,000.00 100.00

长期借款2019年6月到期，重新分类

至本科目

长期借款 300,000,000.00 -100.00

长期借款2019年6月到期，重新分类

至本科目

投资收益 -1,355,655.32 -6,946,034.21 80.48

本期权益法确认的浙江航天神舟电

控公司投资损失减少所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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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2017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募集资金项目使用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智能防务装备系统科研及产业化能力建设项目 34,000.00 7,513.17

新一代测控通信及宇航电子元器件科研及能力建设项目 51,425.00 28,009.34

高端智能惯性导航产品产业化建设项目 49,300.00 35,624.37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87,597.33 87,597.33

合计 222,322.33 158,744.21

2、截止本报告期末，其他已在临时公告披露的重大事项后续实施进展情况如下：

事项 审议情况 公告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7年6月9日 正在审批中

增资北京时代民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8年2月2日 已完成工商变更

航天电工购置营销与运营中心

公司董事会2018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8年6月23日

已完成房产购置

航天长征收购天合导航公司20%股权 已完成工商变更

设立北京分公司 公司董事会2018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8年8月29日 正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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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眉玄

日期 2018年10月29日

一、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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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黄金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欧阳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虹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784,829,296.93 15,553,038,421.93 -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24,645,946.56 3,364,911,246.76 -27.9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4,277,494.53 -887,857,826.53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367,248,088.50 4,271,387,858.72 -4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7,736,045.54 169,682,530.10 -58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32,892,309.45 -29,079,807.1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561 4.671 减少33.23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41 0.172 -588.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41 0.172 -588.9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9,648.02 986,744.0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8,413.77 4,273,918.3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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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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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1,630,482.32 -11,569,7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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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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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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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1,880.00 13,627,714.2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4,915.79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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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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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6,569.95 2,512.2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631.12 -6,631.12

所得税影响额 -2,368,271.65 -2,163,164.35

合计 2,588,690.71 5,156,263.9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8,74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18,085,513 22.05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申安联合有限公司 168,442,082 17.03 0 质押 168,442,082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509,930 3.69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411,400 1.36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873,846 0.59 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上海

改革发展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5,761,100 0.58 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

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058,655 0.51 0 未知 未知

刘跃武 3,216,284 0.33 0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环保

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179,680 0.32 0 未知 未知

邹力 2,962,100 0.30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18,085,513 人民币普通股 218,085,513

北京申安联合有限公司 168,442,082 人民币普通股 168,442,08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509,930 人民币普通股 36,509,93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411,4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11,4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5,873,846 人民币普通股 5,873,84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上海改革发展主题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761,100 人民币普通股 5,761,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058,655 人民币普通股 5,058,655

刘跃武 3,216,284 人民币普通股 3,216,28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环保产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179,680 人民币普通股 3,179,680

邹力 2,96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2,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与期初增减

百分比

变动原因

预收款项 138,847,050.53 95,788,569.06 45% 主要由于子公司收到项目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12,301,399.22 180,338,052.97 -38%

主要由于2018年发放去年末计提年终奖，及辞

退福利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164,877,100.31 267,843,999.75 335%

主要由于应付债券本金及利息一年内将到期

转入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72,807,375.98 22,994,437.34 217%

主要由于喜万年集团预提产品质量保证、环境

污染整治义务等所致

应付债券 826,976,444.40 -100%

主要由于应付债券本金及利息一年内将到期

转出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110,000,000.00 100%

收到债权转让预收款所致，详见公告“临

2018-055”

利润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与期初增减

百分比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367,248,088.50 4,271,387,858.72 -45%

主要由于子公司申安集团PPP业务受政策变

动影响出现停滞及其他工程项目承接减少，导

致工程施工收入大幅下降

营业成本 1,677,446,552.92 3,039,231,232.42 -45%

主要由于营业收入规模下降，营业成本随之减

少

营业税金及附加 14,660,343.45 22,996,796.00 -36%

主要营业收入规模下降，营业税金及附加随之

减少

财务费用 146,155,907.99 82,905,434.66 76%

主要由于借款平均余额增加，利息支出随之增

加

资产减值损失 329,596,371.68 28,050,783.21 1075%

主要由于计提应收坏账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

所致

投资收益 7,737,413.15 459,671,080.83 -98%

主要由于去年同期股权置换确认华鑫证券处

置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13,258,181.58 34,537,882.23 -62%

主要由于去年同期喜万年集团计提企业重组

费用所致

所得税费用 14,309,394.51 301,717,883.76 -95%

主要由于去年同期股权置换确认华鑫证券处

置收益计提所得税费用所致

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与期初增减

百分比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73,631,139.59 47,376,605.67 55% 主要由于子公司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768,646,883.17 591,077,746.53 30%

主要由于喜万年支付重组中涉及的人员费用

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7,550,007.74 -100% 去年同期收到华鑫股份重组过渡期补偿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33,679,242.49 157,578.77 21273% 主要由于收到华鑫股份红利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70,276,500.00 20,361,772.00 245% 本期增加子公司收到少数股东出资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10,000,000.00 20,000,000.00 450% 本年收到债权转让预收款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22,598,913.17 204,029,169.25 -89%

主要由于去年同期兑付到期短期融资劵2亿及

利息所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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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公司第一大股东转让

部分长期应收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飞乐工程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因经营需要，拟将

其持有的“上海中心大厦办公区、车库照明及控制项目” 长期应收款181,605,148.73元（以下简称“目标债

权” ）转让给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以该长期应收款截至2018年9月30

日经国资备案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董事会同意：公司聘请有资格的评估公司对目标债权进行评估，评

估基准日为2018年9月30日。待评估报告出具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进行审议；授权公

司经营班子按照法人治理结构与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债权转让协议》。

目前，上海飞乐工程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

司已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债权转让协议》，相关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待评估报告出具后提交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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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2018年1-9月份营业收入236,724.8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4.5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82,773.6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87.81%，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

利润可能为亏损。此外，以下风险因素将对公司全年业绩造成影响，目前尚无法准确评估影响数值，具体的

经营业绩以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为准。

1、PPP项目

受行业相关政策影响，公司在建PPP项目已处于停工状态，目前正在与政府及相关单位商讨解决方案。

鉴于项目停工时间较长，2018年三季度公司评估风险并对项目工程施工存货计提了相应的减值。PPP项目

受政策影响较大，项目融资、合同方履约能力、应收款项收回、供应商偿付等方面均存在不确定性，已发生

的项目成本及应收款项后续是否存在进一步减值有待根据未来项目推进情况进一步确定。

2、商誉

（1）受PPP业务相关政策和传统业务市场规模缩减的影响，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2018年1-9

月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出现大额亏损。从目前的经营业绩趋势来

看，飞乐音响收购北京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形成的商誉存在减值迹象。

（2）由于产品价格下降，LED替换传统产品并未带来收入的增长，部分国家的经济、政治不稳定、汇率

大幅波动， 竞争对手的价格打压等原因， 使得喜万年集团在全球各个大区的销售业绩未达到管理层的预

期。喜万年集团在2018年1至9月经营业绩较上年度有所下降，同时也低于并购时对其2018年度的商业计划

预期，喜万年集团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商标可能存在一定减值风险。

公司名称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金刚

日期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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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林晓鸣 董事 出差在外 叶宏

公司负责人张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晋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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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3,427,051.13 4,453,550,169.31 -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52,903,899.58 2,235,170,824.06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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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19,675.47 -11.73% 395,194,314.37 -4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086,596.27 -74.93% -82,266,924.48 -18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958,444.53 -75.26% -80,613,873.25 -180.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5,687,189.11 -102.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2 -79.58% -0.1796 -165.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2 -79.58% -0.1796 -165.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2% -2.24% -3.75%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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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21,632.9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8,922.6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659.14

合计 -1,653,05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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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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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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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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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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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31% 216,673,883 18,203,883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58% 66,747,572 66,747,572

陈其城 境内自然人 0.46% 2,125,600

潘银珍 境内自然人 0.28% 1,300,01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6% 1,208,200

张柏招 境内自然人 0.26% 1,200,000

李斓 境内自然人 0.18% 822,101

周文 境内自然人 0.17% 799,649

孙继珍 境内自然人 0.17% 760,000

佘小红 境内自然人 0.15% 69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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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198,4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470,000

陈其城 2,125,6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5,600

潘银珍 1,300,017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1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0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8,200

张柏招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李斓 822,101 人民币普通股 822,101

周文 799,649 人民币普通股 799,649

孙继珍 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60,000

佘小红 694,100 人民币普通股 694,100

刘全全 606,500 人民币普通股 606,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股东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

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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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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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主要项目重大变化情况及原因：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比年初减少55.54%，主要原因系偿还借款及风电项目购建固定资产支出增加

（2）报告期末，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比年初增加90.80%，主要原因系水电、风电应收电费款较年初增

加

（3）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减少29.53%，主要原因系收到福建寿宁牛头山水电有限公司上年宣

告的现金股利及东晟地产收到公积金管理中心退回的住房保证金

（4）报告期末，在建工程比年初减少49.98%，主要原因系风电行业子公司浮鹰岛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

（5）报告期末，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比年初减少43.94%，主要原因系东晟地产、浮鹰岛风电及闽箭霞

浦本报告期支付年初计提的工程进度款与设备款

（6）报告期末，预收款项比年初减少34.37%，主要原因系房地产行业子公司东晟地产泰和园项目确认

收入，结转预收账款

（7）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减少43.71%，主要原因系兑付2017年度效益薪酬

（8）报告期末，应交税费比年初增加42.18%，主要原因系黄兰溪、穆阳溪、国电福成期末计提税费增加

（9）报告期末，长期应付款比年初减少39.66%，主要原因系本期按合同约定支付了融资租赁本金

（10）报告期末，未分配利润比年初减少79.91%，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净利润减少

2、利润表项目

主要项目重大变化情况及原因：

（1）本报告期，营业收入比年初减少46.67%，主要原因系降水量及年初水库库存水量较上年同期大幅

减少，导致发电量大幅减少，房地产行业子公司东晟地产“泰和园” 住宅项目处于尾盘销售阶段，确认收入

面积较上年同期减少，导致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2）本报告期，营业成本比年初减少46.94%，主要原因系发电量减少导致相应成本减少，房地产行业

子公司东晟地产“泰和园” 住宅项目处于尾盘销售阶段，可确认收入的销售面积减少，按销售面积比例确

认的成本减少，导致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3）本报告期，税金及附加比年初减少59.03%，主要原因系水电主业售电收入减少及房地产行业子公

司确认商品房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导致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

（4）本报告期，销售费用比年初减少48.01%，主要原因系房地产行业营销代理费、业务宣传费及广告

费减少

（5）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比年初减少60.05%，主要原因系环三实业根据账龄法计提的坏账准备较

上年同期减少及房地产行业子公司东晟地产收到按揭贷款转回坏账准备

（6）本报告期，投资收益比年初减少2705.02%，主要原因系确认的参股造船行业及参股水电行业的投

资收益减少

（7）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比年初增加148.77%，主要原因系支付的扶贫款、补助费等较上年同期增加

（8）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比年初减少76.70%，主要原因系水电行业及房地产行业利润总额大幅减少

（9）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年初减少180.40%，主要原因系水电行业、房地产行业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确认参股造船行业及参股水电行业的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

（10）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比年初减少180.96%，主要原因系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非经常性损益金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11）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比年初减少164.05%，主要原因系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

同期减少及本报告期末股本总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

主要项目重大变化情况及原因：

（1）本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年初减少43.03%，主要原因系水电行业及房地产行

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2）本报告期，收到的税费返还比年初增加186.63%，主要原因系风电行业收到的增值税的即征即退

50%税费返还增加

（3）本报告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年初增加99.30%，主要原因系东晟地产支付土地出

让金及配套费用增加

（4）本报告期，支付的各项税费比年初减少47.83%，主要原因系水电主业、房地产行业利润总额较上

年同期减少，支付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

（5）本报告期，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年初减少48.15%，主要原因系支付个人住房贷款保

证金较上年同期减少及上年同期支付土地租赁费等，本年无此事项

（6）本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比年初减少100%，主要原因

系未发生固定资产处置业务

（7）本报告期，投资支付的现金比年初减少100%，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主要系支付宁德市配电售电有

限责任公司、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福建省金海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投资款合计4100万元，本

报告期无此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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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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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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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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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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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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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斌

2018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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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临时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日期：以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二）变更内容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按财政部于2017年12月2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7]30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按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变更原因

2018年6月15日， 财政部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将对原会计政策

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公司调整

了财务报表列报，调整项目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变更为：

（1）“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

（2）“应收利息” 及“应收股利” 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项目。

（3）“固定资产清理” 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项目。

（4）“工程物资” 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项目，

（5）“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

（6）“应付利息” 及“应付股利” 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项目。

（7）“专项应付款” 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项目。

（二）利润表主要变更为：

（1）从“管理费用” 项目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项目。

（2）在“财务费用” 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为财务报表列示项目发生变化，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

产生影响，对公司以往年度已披露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均不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公司股东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因此，董事会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修订，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修订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主要会计政策的修订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要求，调整了财务报表列报相关项目，该会计政策变更，仅为财务报表列示项目发生变化，对公司资

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影响，对公司以往年度已披露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

净利润均不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已对上述情况进行了专项说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公司股东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

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对此情况所做的专项说明。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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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8年10月25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2.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于2018年10月29

日在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68号东晟泰丽园1号楼3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3.�董事出席会议的情况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8名，名单如下：

张斌、罗成忠、陈凌旭、叶宏、李幼玲、胡建华、刘宁、郑守光

董事林晓鸣先生因出差在外委托董事叶宏先生代为表决。

4.董事会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斌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18临-33）。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2、审议《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3、审议《关于制定〈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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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9日在公司

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吴良淼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出席会议的情况

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名单如下：

吴良淼、陈丽芳、张娜、关斌、张熙畅。

三、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和会议形成的决议

1、审议《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要求，调整了财务报表列报相关项目，该会计政策变更，仅为财务报表列示项目发生变化，对公司资

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影响，对公司以往年度已披露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

净利润均不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已对上述情况进行了专项说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公司股东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

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对此情况所做的专项说明。

表决情况：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2、审议《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监事会对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2)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的反映出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未发现参与2018年第三季度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4)我们保证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0月29日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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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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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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