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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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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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032,431,176.14

2,489,034,019.82

2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86,470,666.37

909,579,968.84

63.42%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472,183,22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33.91% 1,084,795,925.90

29.58%

27,675,588.27

162.55%

72,406,957.07

98.17%

26,824,457.88

241.62%

43,529,904.51

55.69%

69,067,987.53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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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

100.00%

0.12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100.00%

0.12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

0.73%

5.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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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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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3,560.16
主要包括收到的意大利 Fosber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820,861.79 原股东的业绩补偿款约 2,500 万
元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856,055.70
512,925.91
28,877,05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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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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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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505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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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唐灼林

境内自然人

34.15%

219,210,980

167,471,960 质押

131,872,200

唐灼棉

境内自然人

17.59%

112,928,209

56,464,105 质押

20,000,000

国有法人

3.82%

24,509,803

24,509,803

境内自然人

2.43%

15,588,324

11,691,243

国有法人

1.91%

12,254,902

12,254,902

金（上海）有限 国有法人

1.91%

12,254,902

12,254,902

其他

1.86%

11,950,023

0

阮元

境内自然人

1.54%

9,880,564

0

李鸿雁

境内自然人

0.78%

5,025,200

0

0.66%

4,205,891

0

建投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邱业致
西藏自治区投资
有限公司
盛稷股权投资基
公司
长信基金－浦发
银行－中金投资
2 号资产管理计
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博
时卓越品牌混合 其他
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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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唐灼棉

56,464,104 人民币普通股

56,464,104

唐灼林

51,739,020 人民币普通股

51,73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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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基金－浦发银行－中金投资 2

11,950,023 人民币普通股

11,950,023

阮元

9,880,564 人民币普通股

9,880,564

李鸿雁

5,025,200 人民币普通股

5,025,200

4,205,891 人民币普通股

4,205,891

刘武才

4,123,555 人民币普通股

4,123,555

邱业致

3,897,081 人民币普通股

3,897,081

阮伟兴

3,693,463 人民币普通股

3,693,463

3,206,229 人民币普通股

3,206,229

号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卓越品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交通银行－鹏华中国 50 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唐灼林先生和唐灼棉先生为兄弟关系。2010 年 8 月 18 日，两人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
书》，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
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阮元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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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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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1.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为683,976,753.57元，较年初增加347,696,955.54元，增幅103.4%，主要系母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份所致。
2.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为2,246,901.70元，较年初增加1,246,003.12元，
增幅124.49%，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并意大利EDF所致。
3.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预付款项为18,336,141.49元，较年初增加6,211,912.98元，增幅51.24%，主要系母公司预付账款增
加所致。
4.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应收利息为13,437,538.92元，较年初增加3,994,802.47元，增幅42.31%，主要系母公司保证金及理
财产品所产生的利息收入所致。
5.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存货为475,764,438.18元，较年初增加112,786,862.66元，增幅31.07%，主要系Fosber S.P.A存货增加
所致。
6.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为5,712,657.04元，较年初减少15,977,898.69元，降幅73.66%，主要系Fosber S.P.A预
缴所得税减少所致。
7.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为5,881,775.05元，较年初增加5,881,775.05元，主要系母公司自建立体仓库项目所致。
8.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长期待摊费用为73,322.53元，较年初减少525,086.29元，降幅87.75%，主要系Fosber S.P.A长期待摊
费用减少所致。
9.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为106,318,938.86元，较年初减少67,930,112.46元，降幅38.98%，主要系母公司本年归还
人民币借款所致。
10.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应付票据为32,471,830.07元，较年初增加26,171,830.07元，增幅415.43%，主要系母公司应付票据
增加所致。
11.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预收款项为130,935,076.95元，较年初增加48,867,609.53元，增幅59.55%，主要系Fosber S.P.A预收
款项增加所致。
12.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应付职工薪酬为52,288,065.56元，较年初增加15,543,462.57元，增幅42.30%，主要系Fosber S.P.A
应付职工薪酬余额增加所致。
13.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应交税费为26,546,550.83元，较年初增加12,549,789.09元，增幅89.66%，主要系Fosber S.P.A应交
税费余额增加所致。
14.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应付利息为324,867.19元，较年初减少1,805,862.35元，降幅84.75%，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借款余额
减少所致。
15.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为176,841,799.18元，较年初减少148,108,822.69元，降幅45.58%，主要系本年提前归
还融资租赁款以及支付苏州百胜原股东收购款所致。
16.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308,085,373.44元，较年初增加298,477,152.93元，增幅3106.48%，主
要系所借的中国银行米兰支行的借款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17.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长期借款为137,390,167.10元，较年初减少248,103,826.93元，降幅64.36%，主要系所借的中国银
行米兰支行的借款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18.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长期应付职工薪酬为8,806,322.23元，较年初减少6,733,813.28元，降幅43.33%，主要系Fosber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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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付职工薪酬余额减少所致。
19.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资本公积为477,883,634.18元，较年初增加426,313,111.82元，增幅826.66%，主要系本年非公开发
行股份所致。
20.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其他综合收益为9,654,229.02元，较年初增加8,106,479.64元，增幅523.76%，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二）利润表
1. 2016年1-9月，公司营业税金及附加2,981,665.0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793,961.86元，增幅为151.04%，主要系年初至本报
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合并了苏州百胜1-6月发生额所致。
2. 2016年1-9月，公司管理费用115,761,208.3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9,392,371.05元，增幅为34.03%，主要系年初至本报告期
末较上年同期增加合并了苏州百胜1-6月发生额以及Fosber S.P.A管理费用增加所致。
3. 2016年1-9月，公司财务费用499,803.52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722,035.06元，降幅为90.43%，主要系母公司利息收入增加
所致。
4. 2016年1-9月，公司资产减值损失4,140,713.36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86,361.35元，增幅为45.07%，主要系Fosber S.P.A增
加坏账计提以及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5. 2016年1-9月，公司投资收益3,868,130.0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894,950.88元，主要系嘉腾机器人及Ferretto Group1-9月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6. 2016年1-9月，公司营业外收入31,426,965.92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9,432,479.50元，增幅为162.01%，主要系本年收到Fosber
S.P.A原股东业绩补偿款所致。
7. 2016年1-9月，公司营业外支出1,180,931.7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460,183.75元，降幅为55.29%，主要系Fosber S.P.A营业
外支出减少所致。
8. 2016年1-9月，公司所得税费用37,933,989.4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8,604,338.18元，增幅为96.25%，主要系年初至本报告期
末Fosber S.P.A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以及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合并了苏州百胜1-6月发生额所致。
9. 2016年1-9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406,957.07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5,869,159.21元，增幅为98.17%，主要
系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合并了苏州百胜1-6月发生额以及Fosber S.P.A净利润增加，同时收到Fosber S.P.A原股东
的业绩补偿款所致。
10. 2016年1-9月，公司少数股东损益为22,888,049.5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5,778,690.43元，增幅为221.94%，主要系年初至本
报告期末Fosber S.P.A净利润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
1. 2016年1-9月，公司收到的税费返还22,252,376.1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4,163,303.45元，增幅为175.09%，主要系年初至本
报告期末母公司收到的出口退税款比上年同期增加以及增加合并了苏州百胜1-6月发生额所致。
2. 2016年1-9月，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为700,200,570.22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17,503,440.65元，增幅为45.06%，
主要系年初至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加合并百胜动力1-6月发生额以及Fosber S.P.A金额增加所致。
3. 2016年1-9月，公司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5,026.03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25,992.48，降
幅为98.48%，主要系年初至本报告期末母公司及Fosber S.P.A处置固定资产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4. 2016年1-9月，公司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869,625.19元，该金额来自处置子公司威科东盟收到的其银
行存款及库存现金。
5. 2016年1-9月，公司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5,400,842.76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400,842.76元，增幅为41.12%，主
要系收到Fosber S.P.A原股东的业绩补偿款所致。
6. 2016年1-9月，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18,755,205.24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1,216,076.57
元，降幅为53.08%，主要系母公司上年支付了新厂房的工程款尾款，而本年支出相对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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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6年1-9月，公司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44,683,587.9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03,626.361.71元，降幅
为69.87%，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了意大利EDF股权收购款剔除其账面货币资金后的金额44,683,587.95元，上年同期支付了百
胜动力80%股权款剔除其账面货币资金后的金额148,309,949.66元所致
8. 2016年1-9月，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12,934,369.77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66,414,312.32元，增幅为59.57%，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意大利EDF股权收购款剔除其账面货币资金后的金额44,683,587.95元，上年同期支付百胜动力80%股权
款剔除其账面货币资金后的金额148,309,949.66元所致。
9. 2016年1-9月，公司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487,580,257.06元，较上年同增加470,629,857.06元，增幅为2776.51%，主要系本年
非公开发行股份所致。
10. 2016年1-9月，公司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422,431,921.6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9,317,424.30元，增幅为44.12%，主要系年
初至本报告期末Fosber S.P.A新借入借款所致。
11. 2016年1-9月，公司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559,318,173.5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76,438,684.47元，增幅为574.86%，主要系年
初至本报告期末母公司及Fosber S.P.A偿还借款所致。
12. 2016年1-9月，公司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262,000.00元，主要系本年支付的收购意大利EDF内保外贷的保函
保证金所致。
13. 2016年1-9月，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01,385,053.2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0,791,759.35元，增幅为50.25%，
主要系本年非公开发行股份所致。
14. 2016年1-9月，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251,982,583.04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57,360,539.60元，主要系本年非公开
发行股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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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签署拆迁补偿协议
由于公司已于2014年底整体搬迁至新厂址，公司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山大道北段的旧厂房进行拆迁，能够盘活现
有的土地资源，并减轻公司的成本压力。2016年6月15日及6月3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及2016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拆迁补偿协议书的议案》。2016年7月21日，公司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拆迁
办公室经过友好协商，就相关拆迁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拆迁办公室罗村工作站签署了《拆迁补偿
协议书》。本次公司旧厂房土地拆迁所得补偿金额为人民币11,199.63万元。
2016年10月8日，公司已收到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拨付的首期拆迁补偿款人民币4485.68万元。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上述拆迁补偿款在扣除资产处置净损失、相关税费等费用支出后，剩余款项将确认为营业外收入。此
次收到首期拆迁补偿款对公司本年度的业绩影响将视资产的交割情况予以确认，并以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2、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3月29日开市起停牌，并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
项的停牌公告》，之后公司披露了本次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2016年4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2016年6
月30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案》，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累计
停牌时间不超过四个月。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2016年7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议案。公司拟以475,000万元的价格向北京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普莱德”）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普莱德100%的股权；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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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290,000万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配套资金拟用于支
付购买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支付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费用、普莱德溧阳基地新能源汽车电池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同日，
公司与北大先行等普莱德全体股东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
2016年7月29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重组预案等相关公告，公司同时发布了《关于公司股票暂不复牌的
提示性公告》，公司股票自2016年7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核结果后
复牌。2016年8月10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
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2016年8月18日，公司就该问询函所涉问题进行了回复，并对重组预案进行了相应的补充、
修订和完善，编制了重组预案（修订稿）。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8月18日开市起复牌。
2016年9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
2016年10月17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之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
送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2016年10月25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3102号），中国证监会依
法对公司提交的《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公司签署拆迁补偿协议书

2016 年 07 月 22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及相关议案
公司完成深交所对于重大资产重组预案问询函
的回复，并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复牌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草案及相关议案

2016 年 07 月 29 日

2016 年 08 月 18 日

2016 年 10 月 01 日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6-07-22
/1202497295.PDF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6-07-29
/1202514858.PDF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6-08-18
/1202577413.PDF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6-10-01
/120274246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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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唐灼林、唐
灼棉

其他承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与意大利 Fosber《股份买卖协议》的约定，

意大利

在业绩承诺期内，如果按照国内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

Fosber 业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低于经 2013 年 10 绩承诺期 均按承诺
调整净利润时，由该差额导致东方精工多支付交易对 月 09 日

间（2013 履行

方的对价调整金额或少收到交易对方的对价调整金额

年度-2016

由东方精工实际控制人唐灼林、唐灼棉承担。

年度）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实际控制人唐灼林先生、
股份限售 唐灼棉先生承诺：自东方精工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2013 年 08
长期
发行或再 发起人股东
承诺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月 15 日
融资时所
东方精工股份，也不由东方精工回购该等股份。（2）
首次公开

均按承诺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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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承诺

股东中科岳麓、何劲松、达晨创世、达晨盛世、刘武
才、徐震承诺：自东方精工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东方
精工股份，也不由东方精工回购该等股份。（3）其余
自然人股东承诺：自东方精工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东方精工股份，也不由东方精工回购该等股份。除前
述锁定期外，作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唐灼林、唐灼棉、何劲松、邱业致、蔡德斌、杨俊、
陈道忠承诺在其担任东方精工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和间接
持有东方精工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东方精工股份；本人在申
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东方精工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东方精工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公司实际控 股份减持
制人唐灼林 承诺

唐灼林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2014 年 12
月 12 日）之前六个月至完成本次发行后六个月内不存
在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情况或减持计划。

截至 2016
2015 年 06 发行完成 年 9 月 4 日
月 25 日

后 6 个月 已履行完
毕。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没
有直接或间接向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盛稷股权投
资基金（上海）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郭旭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不存在违反《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2、发
行人 2010 年至今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行政
处罚或采取处罚性监管措施的情形。3、发行人不会使
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支付 Ferretto 集
团股权收购及增资款项。发行人已公告收购苏州百胜
公司

募集资金
使用承诺

动力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80%股份，发行人保证不会使
用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支付百胜动力股权收购款。4、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募集资金将不用于未来对外投资

2015 年 06
月 25 日

长期

均按承诺
履行

收购（如有）。5、公司将开设银行专户存储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并与保荐机构及专户银行签订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该专门账户内的资金严格按照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有关规定（存储、审批、决策、使用等）进行
管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
信息披露”。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公司

分红承诺

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公司实施
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

2014 年 12 至 2017 年 均按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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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所作承

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月 12 日

诺

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如无重

履行

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司将积极
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一）利润分配方式：
（1）公
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
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在符合现金分红的条
件下，公司应当优先采取现金分红的方式进行利润分
配；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
润分配；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有公
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2）
公司可以根据年度的盈利情况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
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的
前提下，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在确保
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采取股票
股利分配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3）公司利润分配不
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
（二）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须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1）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
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2）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3）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
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三）公司实
施利润分配的比例如下：（1）在符合现金分红的条件
且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无重大资金支出发生的情况
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且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
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
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2）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
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
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
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
分红政策：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
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
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
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
例最低应达到 20%。
承诺是否
按时履行
如承诺超

是

不适用

期未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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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的，
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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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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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20.00%

至

70.00%

7,780.58

至

11,022.49

度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483.82

由于较上年新增合并了苏州百胜 1-6 月的净利润；同时意大利 Fosber 在
2016 年的营业收入较去年预计有较大增长；另外，公司收到意大利 Fosber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原股东的业绩承诺补偿款项。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 本期公允价
本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报告期内
金额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金融衍生工具

1,040,369.13

0.00

15,940.57

1,190,592.00

0.00

0.00 2,246,901.70 自有资金

合计

1,040,369.13

0.00

15,940.57

1,190,592.00

0.00

0.00 2,246,90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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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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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2016 年 09 月 06 日

接待方式
实地调研

接待对象类型
机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ompany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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