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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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程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丽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陈锐亭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2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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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7,531,366.41

2,821,754,966.88

1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17,945,953.76

1,970,272,265.21

7.50%

本报告期比上年

本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634,526,151.25

52.82%

1,709,479,426.69

46.93%

97,762,029.19

37.16%

246,491,420.72

33.23%

93,301,215.39

37.19%

237,152,528.62

31.23%

59,543,729.77

-6.44%

29,937,345.42

127.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41.67%

0.43

34.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41.67%

0.43

34.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9%

0.84%

12.07%

1.81%

营业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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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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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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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203,775.74
11,036,535.83
143,525.45
1,623,282.59
14,110.85
9,338,89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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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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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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8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0

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新疆科士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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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6%

347,933,040

境内自然人

3.57%

21,007,350

其他

2.83%

16,648,207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其他

1.91%

11,222,936

0

李祖榆

境内自然人

1.47%

8,688,421

境外法人

1.05%

6,197,304

0

-

-

国有法人

1.03%

6,077,877

0

-

-

其他

0.89%

5,256,800

0

-

-

其他

0.87%

5,124,679

0

-

-

其他

0.71%

4,204,460

0

-

-

（有限合伙）
刘玲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

数量
-

14,241,000

15,755,512 质押
-

-

4,563,000

6,516,315 质押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策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景阳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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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933,040 人民币普通股

347,933,040

16,648,207 人民币普通股

16,648,207

11,222,936 人民币普通股

11,222,936

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6,197,304 人民币普通股

6,197,304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6,077,877 人民币普通股

6,077,877

新疆科士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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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策略回报混合

5,256,800 人民币普通股

5,256,800

5,251,838 人民币普通股

5,251,838

5,124,679 人民币普通股

5,124,679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险

4,204,460 人民币普通股

4,204,460

刘耀

3,697,785 人民币普通股

3,697,785

型证券投资基金
刘玲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景阳领先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中，刘玲女士为新疆科士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刘程宇先生为夫妻关系；刘耀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玲女士的弟弟；李祖榆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除此以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说明

与前 10 名股东和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其
他前 10 名股东与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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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原因

货币资金

739,284,483.10

433,039,962.33

70.72%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到期资金收回所致

应收票据

19,127,315.54

33,608,570.62

-43.09% 主要系本期票据背书结算业务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052,901,232.12

778,337,151.79

预付款项

49,091,282.05

9,337,693.88

存货

569,701,912.12

331,526,352.26

其他流动资产

166,304,745.24

557,047,547.54

投资性房地产

100,352,299.72

20,205,722.89

在建工程

35,458,321.51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987,673.65

16,671,137.50

37.89%

其他非流动资产

50,032,957.44

87,571,956.26

-42.87%

应付票据

319,846,302.34

140,206,063.63

128.13% 主要系本期采购票据结算业务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524,882,832.57

370,772,897.26

41.56% 主要系生产所需材料采购额增加所致

19,181,798.26

38,351,712.45

-49.98% 主要系本期发放上年计提的奖金所致

101,767,127.42

24,560,404.30

314.35%

62,142,136.21

33,718,621.04

589,078,794.00

445,321,380.00

74,937,375.00

0.00

其他综合收益

44,236.15

13,052.43

少数股东权益

4,091,647.46

26,301,479.80

应付职工薪酬
其他应付款
递延收益
股本
库存股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数

上年同期数

35.28% 主要系本期赊销额随销售业务增加而增加所致
425.73% 主要系本期材料预付款增加所致
71.84%

主要系本期订单增加，材料及产品库存随之增加
所致

-70.15%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本金收回所致
396.65% 主要系本期办公楼转租赁所致
100.00% 主要系本期在建光伏电站项目所致
主要系本期资产减值准备增加导致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房产、设备预付款结算转作固定资产
所致

主要系本期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认回购义
务所致

84.30%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专项补助款增加所致
32.28% 主要系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100.00%

主要系本期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认回购义
务所致

238.91% 主要系本期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所致
-84.44%

主要系本期收购深圳科士达新能源有限公司少数
股东股权所致

变动幅度

原因

营业收入

1,709,479,426.69 1,163,456,332.87

46.93% 主要系本期数据中心及新能源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132,179,354.20

735,046,869.09

54.03%

25,838,524.97

14,198,734.86

81.98%

税金及附加

主要系本期数据中心及新能源业务成本随收入增
加而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消费税及附加税随之增加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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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157,140,848.08

113,299,935.67

财务费用

18,157,377.87

-7,784,734.39

资产减值损失

20,972,971.66

12,812,489.29

其他收益

21,329,682.54

0.00

100.00%

576,823.05

5,738,343.77

-89.95%

-596,239.15

2,337,553.59

-125.51%

29,937,345.42

-109,739,982.96

269,851,807.89

135,524,011.99

5,622,444.06

31,621,965.43

-82.22%

306,289,616.08

57,789,965.31

430.00%

营业外收入

少数股东损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38.69% 主要系本期工资费用及运费等增加所致
333.24% 主要系本期美元汇率变动导致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63.69%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因会计政策变更政府补助款从营业外
收入项目调入所致
主要系本期因会计政策变更政府补助款在其他收
益项目列示所致
主要系上半年公司子公司深圳科士达新能源有限
公司利润减少所致

127.28% 主要系上半年收到的销售回款增加

99.12% 主要系本期购买的理财产品支出减少所致
主要系本期现金分红支出增加以及本期收到的投
资款金额减少所致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销售回款增加及理财产品购买
业务减少所致

截至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4,649.1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3.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3,715.2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1.23%，增长的原因主要为：公司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加强主
营业务整体解决方案服务能力建设，数据中心业务稳定增长；光伏新能源业务继续保持迅猛增长态势；电动汽车充电桩业务
产能逐步释放，业绩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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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7年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并以2017年7月7日为授予日。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为1,256.1万
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58,907.8794万股的2.13%，其中首次授予1,016.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58,907.8794万股的1.72%，预
留240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58,907.8794万股的0.41%；首次授予价格为7.375元/股，授予对象为471名。截至2017年9月5日，
公司已经完成2017年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上市事项，相关内容详见2017年9月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
告编号2017-051。
2、2017年7月7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中广核联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股权转让及增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3,000万投资中广核联达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完成后公司持有中广核联达
19%的股份。相关内容详见2017年7月1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7-037。
3、报告期内，为完善海外营销网络建设，加大海外市场推广力度，公司下属子公司科士达（香港）有限公司在荷兰设
立全资子公司荷兰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内容详见2017年7月13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7-038。
4、报告期内，公司取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三项，专利名称分别为“一种多芯片互联
互锁的保护方法及系统”、“一种MCU/DSP失效实现告警的电路”、“光伏发电系统的无功补偿方法、装置及光伏发电系统”，
上述专利证书的取得对公司巩固在数据中心一体化业务领域、光伏新能源业务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及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均有积极影响。相关内容分别详见2017年7月20日、2017年8月17日、2017年9月2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17-040、2017-043、2017-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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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7年8月18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中国
财政部下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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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修改财务报表列报，
在“利润表” 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反映应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相关内容详见2017年8月
22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7-048。
6、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数据中心领域开展全方位的
战略合作。相关内容详见2017年9月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7-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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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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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0.00%

至

50.00%

35,503.02

至

44,378.78
29,585.85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公司前期在市场营销、研
发方面的投入效果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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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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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2017 年 07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7 年 07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7 年 08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7 年 08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7 年 09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7 月 14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7 月 20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8 月 23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8 月 30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9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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