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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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郭金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田建

中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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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4,660,658.83 2,695,952,853.15 -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987,449,500.40 1,903,037,894.30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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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944,593.29 54.29% 1,305,058,194.12 11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4,881,030.94 137.70% 131,336,305.20 17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978,974.47 172.57% 120,578,008.96 488.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80,142,954.16 170.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 133.33% 0.133 17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 133.33% 0.133 17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 0.97% 6.75%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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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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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0,318.4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869,38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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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040.5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53,381.7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14,984.47

合计 10,758,296.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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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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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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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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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起，公司已经向南京金浦东裕投资有限公司投入注册资本金1.4

亿元。

2、 公司子公司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因安全防护措施等不到位致使发生其他伤

害事故，于2017年9月4日被南京市江北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处罚35万元。 目前公司已

完成相应整改措施。 公司控股子公司徐州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因污水处理中超标排放于

2017年9月9日被徐州市环保局处以45万元罚款，公司已按照主管部门要求整改到位。 上述

子公司已经按照监管要求整改到位，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3、公司控股股东之自然人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到期且双方均无意续签，本协议到

期后，公司的控股权不会发生变化，也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影响控股股

东的承诺履行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告 2017年10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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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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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大幅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万

元）

16,308

-

-

18,120 12,080.38 增长 35.00%

-

-

5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53

-

-

0.1836 0.12 增长 35.00%

-

-

50.00%

业绩预告的说明 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扩大生产销售规模，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涨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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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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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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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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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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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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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7年10月30日，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况

（一）变更原因：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

通知》（财会[2017]15号），修订后的第16号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

因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照上述文件

规定的施行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33号发

布、财政部令第76号修订）、于2006年2月15日及其后颁布和修订的41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

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和2017年5月10日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中的规定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

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规

定和要求执行，并根据要求在财务报告中进行相应的披露。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

表无重大影响。

（二）政府补助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和要求执行，并根据要求在财务

报告中进行相应的披露。 同时，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的列报，在利润表中“营业利润” 项目

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 该会计政策变

更仅对财务报表的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不涉及追溯调整。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

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及其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的变更。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修订后

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的变更，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六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二）公司六届八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三）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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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7年10月30日（周一） 上午

9：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10月20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各位

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5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金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

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17年三季度正文及全文的议案

2017年三季度正文及全文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

组和终止经营》，于5月10日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公司根据上述新准

则变更公司的部分会计政策。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

独立董事对本次变更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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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八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10月20日以邮件、短信

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本次会议于2017年10月30日（周一）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邵恒祥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17年三季报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7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编制和审

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三季度正文及全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此项决议通过。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的变更，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7年10

月30日召开，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本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基于个人独立判断的立场，就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修订后

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独立董事：刘小冰、叶建梅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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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晓、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储忠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储忠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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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6,969,667.52 4,905,082,815.04 1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23,641,811.21 2,919,720,128.55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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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028,216.43 392,489,118.58 -2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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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55,189,204.36 5,897,818,803.04 3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1,699,644.83 171,972,643.65 5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2,339,526.58 132,663,317.32 9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8 6.14 增加2.6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4 0.088 52.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4 0.088 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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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3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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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0,850.00 15,750,5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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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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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282.11 -1,435,0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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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610.02 7,0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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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43.95 -637,624.12

所得税影响额 -1,005,775.45 -3,848,418.66

合计 1,359,138.47 9,360,1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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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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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项目结构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序号 项目 期末数（元） 占资产比例 期初数（元） 占资产比例 增减变动(%)

1 应收票据 695,385,016.08 12.00% 272,578,020.30 5.56% 115.83

2 其他流动资产 153,669,357.66 2.65% 254,251,053.32 5.18% -48.84

3 其他非流动资产 4,879,083.00 0.08% 11,369,457.20 0.23% -65.22

4 短期借款 1,156,285,052.37 19.95% 285,000,000.00 5.81% 243.37

5 应付票据 419,739,033.11 7.24% 527,703,952.98 10.76% -32.71

6 应付职工薪酬 66,763,969.12 1.15% 82,899,151.74 1.69% -31.95

7 专项应付款 878,262.72 0.02% 496,000.00 0.01% 100.00

（1）报告期内应收票据增长主要是公司因银行票据贴现利率较高减少票据贴现，增加银行贷款所致；

（2）报告期内其他流动资产减少主要是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所致；

（3）报告期内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少主要是工程结算所致；

（4）报告期内短期借款增加主要是公司因银行票据贴现利率较高减少票据贴现,增加银行贷款；

（5）报告期内应付票据减少主要是主要本期减少银行承兑汇票开具所致；

（6）报告期内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是发放员工奖金所致；

（7）报告期内专项应付款增加主要是控股子公司常州恒丰收到政府项目补贴所致。

2、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序号 科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增减变化（%）

1 营业收入 8,155,189,204.36 5,897,818,803.04 38.27

2 营业成本 7,242,937,119.31 5,231,333,282.52 38.45

3 税金及附加 26,113,162.52 11,321,365.17 130.65

4 资产减值损失 18,554,635.95 -2,745,666.73 775.78

5 投资收益 145,008.39 36,415,442.73 -99.60

6 所得税费用 97,961,788.39 59,654,394.12 64.22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主要是本期销量增长及铜价上涨所致；

（2）报告期内营业成本增加主要是本期产量增长及铜价上涨所致；

（3）报告期内税金及附加增加主要是本期原列支在管理费用中地方税金调整到营业税金中所致；

（4）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是应收账款增加计提坏账准备和控股子公司恒丰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5）报告期内投资收益减少主要是本期理财产品收到的利息较少所致；

（6）报告期内所得税增加主要是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序号 科 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增减变化（%）

1 收到的税费返还 28,557,639.26

2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60,251,053.32 74,340,000.00 250.08

3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94,116.65 34,047,333.67 -99.72

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18,365,673.18 638,300.00 2,777.28

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5,839,787.44 30,383,226.44 50.87

6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421,629,

558.65

516,000,000.00 175.51

（1）报告期内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主要是本期出口增加退税所致；

（2）报告期内收回投资收到的的现金本期增加主要是理财产品收回所致；

（3）报告期内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减少主要是委托贷款减少所致；

（4）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增加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处置固定资产所致；

（5）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是本期子公司购买固定资产所致；

（6）报告期内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增加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上涨，子公司融资结构调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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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2017年3月开始筹备申报设立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目前已完成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名称核准、制定小贷系

统招投标方案、开设验资账户、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制定互联网小贷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等工作，并通过了广州民间金融街

小额贷款公司准入评审，现已进入复审阶段，根据复审要求公司已提供相关补充材料。 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的筹建、设立

等事项尚需当地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或核准，由于可能存在政策的变化等客观因素，因此存在政策风险或审批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复审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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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晓

日期 2017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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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学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学军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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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457,587.96 578,147,185.39 -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98,819,192.69 410,001,733.67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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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27,766.17 -58,638,767.56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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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826,090.45 267,482,594.42 -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182,540.98 2,786,360.17 -50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984,608.19 -7,799,498.76 -79.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77 0.70 减少3.4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01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01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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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31.41 -88,746.3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788,557.00 788,5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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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300.00 1,737,7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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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9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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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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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7.94 33,5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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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1,388,257.65 2,802,06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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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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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幅度

（%）

说明

货币资金 32,349,431.76 120,734,427.63 -73.21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借款及付款增

加所致。

预付款项 57,686,969.06 34,111,095.02 69.11

主要系身份证阅读器原材料采购增

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992,056.16 943,856.00 111.06

主要系本期新增投标保证金、 购买

设备定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323,957.41 13,795,611.13 -75.91

主要系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于本期到

期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3,098,619.76

主要系本期母公司新增长期待摊费

用所致。

短期借款 4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归还光大银行借款所

致。

预收款项 13,734,916.30 6,203,198.64 121.42

主要系本期客户货款结算方式改变

所致。

应交税费 4,053,128.40 2,188,378.76 85.21 主要系本期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9,000,000.00 2,800,000.00 221.43

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上海鲍麦克

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增长期借款

所致。

（2） 利润表项目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幅度

（%）

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3,508,481.97 1,510,011.10 132.35

主要系执行财会 [2016]22号文规定

后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等税金重分

类至此科目所致。

财务费用 9,828.73 826,734.59 -98.81 本期较上年同期利息支出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6,562,580.75 3,261,443.59 101.22

系坏账准备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增

加所致。

投资收益 -1,318,503.25 -3,487,450.74 62.19

系联营企业本报告期亏损较同期减

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4,722,472.33 13,222,265.96 -64.28 主要系上期债务重组利得所致。

营业外支出 99,726.68 62,083.44 60.63

主要系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

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19,730.36 1,093,366.46 -89.05 主要系递延所得税影响。

(3)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幅度

（%）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6,227,766.17 -58,638,767.56 4.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521,477.54 8,976,129.70 -5.0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4,312,148.53 17,712,693.26 -293.72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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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2月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解散上海精伦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的议案》，法院已接收破产资料，还需要进行排队，摇号确定管理人，等候最终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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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学阳

日期 2017年10月31日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355

公司简称：精伦电子

公司代码：

600577

公司简称：精达股份

证券代码：

000545

证券简称：金浦钛业 公告编号：

2017-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