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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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鹏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惠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晴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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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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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4,695,017.81

1,619,573,617.72

1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81,607,305.32

1,055,094,452.80

2.5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293,008,470.75

31.31%

960,137,428.61

-1.12%

445,139.53

103.78%

27,800,263.67

173.14%

-348,251.56

97.54%

25,769,021.34

230.57%

65,740,452.48

22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

100.00%

0.07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

100.00%

0.07

1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4%

1.13%

2.60%

1.64%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因公司 2015 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实施完毕，总股本由 160,000,000 股增加至
400,000,000 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公司对表中的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及“稀释每股收益”均按最新
股本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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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637,7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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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4,847.4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18,585.91

减：所得税影响额

497,874.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3,438.65
2,031,24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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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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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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691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蒋九明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境内自然人

29.00%

116,000,000

其他

25.06%

100,238,385

其他

9.63%

38,500,000

境内自然人

3.86%

15,459,450

其他

2.04%

8,165,571

境内自然人

1.73%

6,931,725

其他

1.71%

6,821,638

－陕国投·财富尊享 11 号定向投资集合 其他

1.23%

4,902,457

0.86%

3,440,405

0.76%

3,028,000

西部利得基金－建设银行－西部利得增
盈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诺安基金－工商银行－诺安金狮 66 号
资产管理计划
文细棠
中铁宝盈资产－广发银行－中铁宝盈－
广泰进取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蔡耀平
中铁宝盈资产－广发银行－中铁宝盈－
夺宝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110,000,000

诺安资产－工商银行－陕西省国际信托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新余顺耀投资有限公司

人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爱建民生
证券投资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蒋九明

数量

11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000,000

100,238,385 人民币普通股

100,238,385

诺安基金－工商银行－诺安金狮 66 号资产管理计划

38,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500,000

文细棠

15,459,450 人民币普通股

1,545,945

8,165,571 人民币普通股

8,165,571

西部利得基金－建设银行－西部利得增盈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中铁宝盈资产－广发银行－中铁宝盈－广泰进取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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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耀平
中铁宝盈资产－广发银行－中铁宝盈－夺宝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诺安资产－工商银行－陕西省国际信托－陕国投·财富
尊享 11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新余顺耀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爱建民生证券投资 2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6,931,725 人民币普通股

6,931,725

6,821,638 人民币普通股

6,821,638

4,902,457 人民币普通股

4,902,457

3,440,405 人民币普通股

3,440,405

3,0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28,000

诺安基金－工商银行－诺安金狮 66 号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人
为文细棠，文细棠直接持有公司 15,459,450 股股份，通过诺安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狮 66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 38,500,000 股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53,959,450 股股份；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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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分析
项目
应收票据

期末数

期初数

同比增减

期末比期初增减变动原因

46.18% 主要原因是公司货款结算较多的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191,769,218.51

131,185,240.08

11,429,801.30

1,474,158.10

应付票据

196,478,228.46

132,736,329.43

48.02% 主要原因是公司增加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来购买货物所致

应付账款

156,321,252.53

119,576,130.71

30.73% 主要是本期购买货物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0,831,047.23

3,874,957.06

179.51% 主要是本期预收客户款增加所致

1,506,137.65

4,526,315.26

-66.72% 主要是本期往来款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应付款

675.34% 主要原因是预付工程款及设备款增加所致

利润表主要项目分析
项目
资产减值损失
所得税费用

本期数

上期数

同比增减

本期比上期增减变动原因

763,259.96

1,803,338.09

-57.68% 主要是本期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所致

2,284,589.35

3,745,848.66

-39.01% 主要是本期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公司于2016年6月13日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16）粤0305民初6421号]及《起诉状》等诉
讼文件。南山法院已受理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康佳壹视界商业显示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纠纷的诉讼请求，公司
已委托专业律师积极应对上述案件，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案件尚未结案。
2、公司原控股股东新余祥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顺威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协议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
过户完毕，蒋九明合计持有公司 116,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文菁华通过西部利得增盈
1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 100,238,38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5.06％，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
知书》[（2016）粤 0305 民初 6421 号]及《起诉状》等诉讼文件。南 2016 年 06 月
山法院已受理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康佳壹视界商业显示 15 日
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纠纷的诉讼请求。
公司原控股股东新余祥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顺威国际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协议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过户完毕，蒋九
明合计持有公司 116,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文菁华通过西部利得增盈 1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
100,238,38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5.06％，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为 2016-039）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8 月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
26 日

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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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黎东成、麦仁
钊、杨国添、何曙华同时担任公司
董事等职务，其承诺：自公司股票

截至 2016 年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

9 月 30 日，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现已直接或间

黎东成、麦仁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钊、杨国添、

或发行人股东回购本人所间接持
实际控制人黎
东成、麦仁钊、
杨国添、何曙华

股份减持
承诺

有的发行人股份；前述限售期满
后，在其任职期间内，每年减持的
股份数量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

何曙华已协
2012 年 05
月 25 日

议转让完其
-

持有的公司
所有股份，不

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

再是公司实

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际控制人，该

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承诺已履行

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完毕。

交易出售的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 50%。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龙仕

时所作承诺

均、王建辉、曹惠娟、苏炎彪、杨
昕、赵建明通过顺耀投资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现已直接或间接
公司董事、监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或

事、高管人员龙

发行人股东回购该部分股份；前述

仕均、王建辉、 股份减持 限售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内，每 2012 年 05
曹惠娟、苏炎

承诺

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 月 25 日

彪、杨昕、赵建

份数量不超过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明

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四年

履行完毕

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的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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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权激励承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目前不存在自营、与他人共
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发行人相
同、相似业务的情形；在持有发行
人股权的期间内，不会采取参股、
佛山市顺德区

控股、联营、合营、合作或者其他

祥得投资咨询

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

有限公司（现已

人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

更名“新余祥顺 关于同业 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也不会协
投资管理有限

竞争、关 助、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

公司”）、顺威国 联交易、 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现 2011 年 01
际集团控股有

资金占用 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 月 06 日

-

正常履行

-

正常履行

限公司，以及公 方面的承 成实质竞争的业务；并将促使其控
司实际控制人

诺

制的其他企业比照前述规定履行

麦仁钊、黎东

不竞争的义务；如因国家政策调整

成、杨国添及何

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其控制的其

曙华

他企业（如有）将来从事的业务与
发行人之间的同业竞争可能构成
或不可避免时，则在发行人提出异
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发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行人享有上述业务在同等条件下

作承诺

的优先受让权。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除泛仕达
先前与发行人交易的余额正在逐
步清结外，泛仕达已停止与发行人
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任何性质的
新的交易；对于未来可能与发行人
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
关于同业
何曙华、广东泛
仕达机电有限
公司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交易，何曙华先生及泛仕达将积极
寻找具有同等资质和生产经营能
力的非关联采购商、供应商依法交
易，以避免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
司发生任何性质的关联；何曙华先

2011 年 08
月 15 日

生有义务确保泛仕达切实履行上
述承诺；何曙华先生作为发行人的
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保证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委
员会颁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深
证证券交易颁布的业务规则及发
行人《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
依照合法程序，与其它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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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一样平等地行使权利，不利用实际
控制人地位谋取不当的利益，不损
害发行人的合法权益。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除华宇鸿
先前与发行人交易的余额正在逐
步清结外，除华宇鸿已停止与发行
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任何性质
的新的交易；对于未来可能与发行
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
联交易，麦仁钊先生及华宇鸿将积
极寻找具有同等资质和生产经营
关于同业 能力的非关联采购商、供应商依法
麦仁钊、广东华
宇鸿橡塑制品
有限公司

竞争、关 交易，以避免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联交易、 公司发生任何性质的关联；麦仁钊 2011 年 08
资金占用 先生有义务确保华宇鸿切实履行 月 15 日

-

正常履行

-

正常履行

方面的承 上述承诺；麦仁钊先生作为发行人
诺

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保证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
委员会颁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深证证券交易颁布的业务规则及
发行人《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
依照合法程序，与其它实际控制人
一样平等地行使权利，不利用实际
控制人地位谋取不当的利益，不损
害发行人的合法权益。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除番禺海
业先前与发行人交易的余额正在
逐步清结外，番禺海业已停止与发
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任何性
质的新的交易；对于未来可能与发

关于同业
杨国添、广州市
番禺海业纸品
发展有限公司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
关联交易，杨国添先生及番禺海业
将积极寻找具有同等资质和生产
经营能力的非关联采购商、供应商
依法交易，以避免与发行人及其控

2011 年 08
月 15 日

股子公司发生任何性质的关联；杨
国添先生有义务确保番禺海业切
实履行上述承诺；杨国添先生作为
发行人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保
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
券监督委员会颁布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深证证券交易颁布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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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规则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等制度
的规定，依照合法程序，与其它实
际控制人一样平等地行使权利，不
利用实际控制人地位谋取不当的
利益，不损害发行人的合法权益。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黎东成、麦仁
钊、杨国添、何
曙华

如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因未足

黎东成、麦仁

额缴纳住房公积金而被国家主管

钊、杨国添、

部门追索、处罚，或牵涉诉讼、仲

何曙华已协

股东一致 裁以及其他由此而导致公司及其 2011 年 11
行动承诺 控股子公司资产受损的情形，由此 月 18 日

议转让完其
-

持有的公司

产生的支出均由实际控制人无条

所有股份，不

件全额承担个人及连带的清偿责

再是公司实

任。

际控制人，该
承诺已履行
完毕。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黎东成、麦仁
钊、杨国添、何
曙华

如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因未足

黎东成、麦仁

额缴纳社会保险金而被国家主管

钊、杨国添、

部门追索、处罚，或牵涉诉讼、仲

何曙华已协

股东一致 裁以及其他由此而导致公司及其 2011 年 11
行动承诺 控股子公司资产受损的情形，由此 月 18 日

议转让完其
-

持有的公司

产生的支出均由实际控制人无条

所有股份，不

件全额承担个人及连带的清偿责

再是公司实

任。

际控制人，该
承诺已履行
完毕。

自受让新余祥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及顺威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所持有的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
蒋九明

股份减持
承诺

有限公司（下称“上市公司”）合计
116,000,00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 29％）的过户登记完成之

2016 年 08
月 23 日

一年

正常履行

日起未来 12 个月内（即 2016 年 8
月 23 日—2017 年 8 月 23 日）不
减持上市公司股票。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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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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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16 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500%

至

1550%

3,397.12

至

3,503.28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12.32
2016 年国内经济稳中有升，房地产及相关周边行业正逐步走出低谷，在
“互联网+”的战略激励下，家电行业的转型升级初见成效。作为家电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行业的上游产业，公司的销售订单较预期有大幅上升，产量上升导致单
位固定成本下降，同时由于国际石油价格较去年同期仍处于较低价位，
使得公司的主要原材料成本亦处于低位。在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预
计 2016 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有较大幅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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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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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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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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