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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奇才股份、公司、本公司 指 苏州奇才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恒泰证券 指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三会 指 
苏州奇才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股东大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公司章程 指 苏州奇才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本期 指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期末 指 2018 年 3 月 31 日 

上年度末 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指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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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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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费福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华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华冬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异议事项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

完整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否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的理由 

无 

2．列示未出席董事会的董事姓名及未出席的理由 

无 

3.豁免披露事项及理由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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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苏州奇才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SU ZHOU QC-TECH CO.,LTD. 

挂牌时间 2014 年 4 月 30 日 

证券简称 奇才股份 

证券代码 430714 

转让方式 做市转让 

法定代表人 费福根 

董事会秘书 李万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6763750721 

注册资本 4,327.40 万元 

注册地址 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同兴村 

联系电话 0512-63311085 

办公地址 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同兴村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86,129,034.34 277,086,091.48 3.2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9,938,324.22 208,833,038.73 5.32 

资产负债率% 23.13 24.63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38,653,794.99 49,237,202.34 -21.4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59,870.59 13,763,696.51 -46.5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41,391.69 13,162,361.21 -44.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39,260.29 -6,705,627.06 -100.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38 -55.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38 -55.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3% 9.53%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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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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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80.07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24,780.07 

所得税影响数 6,301.1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8,478.90 

 

 

（三）截至报告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7,205,250 62.87 0 27,205,250 62.8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425,000 10.23 0 4,425,000 10.23 

      董事、监事、高管 931,250 2.52 0 931,250 2.52 

      核心员工 471,500 1.09 2,000 473,500 1.09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6,068,750 37.13 0 16,068,750 37.1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3,275,000 30.68 0 13,275,000 30.68 

      董事、监事、高管 2,793,750 6.46 0 2,793,750 6.46 

      核心员工 142,500 0.33 0 142,500 0.33 

     总股本 43,274,000 — 0 43,274,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2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费福根 17,700,000 0 17,700,000 40.9021 13,275,000 4,425,000 

2 谷文林 2,100,000 0 2,100,000 4.8528 0 2,100,000 

3 潘华明 2,000,000 0 2,000,000 4.6217 1,500,000 500,000 

4 费文 1,526,000 1,000 1,527,000 3.5287 0 1,527,000 

5 东吴创新

资本管理

有限责任

公司 

1,307,000 0 1,307,000 3.0203 0 1,307,000 

6 华吟 1,275,000 -31,000 1,244,000 2.8747 0 1,244,000 

7 李万刚 1,004,000 0 1,004,000 2.3201 753,000 251,000 

8 袁诚文 1,002,000 0 1,002,000 2.3155 0 1,002,000 

9 成琴 980,000 0 980,000 2.2646 0 9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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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徐小芬 910,000 5,000 915,000 2.1144 0 915,000 

合计 29,804,000 -25,000 29,779,000 68.81 15,528,000 14,251,00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费福根与费文系父女关系，其他股东相互间无关联关系。 

 

（四）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五）截至报告期末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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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事项 
是否存在重要

事项 

是否经过内

部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否 - - - 

对外担保事项 否 - - -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的情况 
否 - - -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是 是 2018-006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是 是 2018-003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收购、出售资产、

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

合并事项 

否 - - - 

股权激励事项 否    

承诺事项 是 - - -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否 - - -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 - - 

失信情况 否 - - -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8 年 1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并经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预计 2018 年度向吴江市同里劳动实业有限公司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的关联交

易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向吴江市同里劳动实业有限公司租赁房屋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与吴江市同里劳动实业有限公司未发生交易。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披露平台

（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苏州奇才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

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 

二、偶发性关联交易 

2018 年 1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关联方费福根

及其配偶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并经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提升公司产品及服务的核心竞争力，加大公司主营业务的相关投入，公司向苏州市新

合盛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贷款，贷款金额为 850 万元，贷款期限为 18 个月。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费福根将质押其 100 万股的股份作为授信条件之一，同时与其配偶

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披露平台

（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苏州奇才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偶发性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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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诺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费福根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承诺本人现在及将来未从事或参与和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行为，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

争。并且承诺人自作出承诺至今一直严格遵守《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的相关事项，未出现

过违反承诺事项的行为。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弘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慈善公益意识，公司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

业，为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加快构建“强富美高”新吴江贡献力量。2018 年 1 月 10 日，公司向苏州市吴

江区慈善基金会捐助善款 1 万元。 

奇才股份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领域，致力于走高科技、绿色发展路线以壮大民族产业发展，将“构

筑绿色生态，共享智能生活”作为公司使命。奇才股份坚持倡导“诚信共赢、服务增值、规格严格、责

任担当、感恩奉献”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严守“客户至上、质量第一、以人为本、求实创新”的质量政策， 

努力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公司竭尽全力对全体股东、对员工、对客户、对供应商负责，立志做社会型

企业，将社会责任意识融入到企业的发展战略中，植根于企业的文化建设中，置身于吴江的标杆经济建

设中，共同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 

对于客户和供应商，公司做我们所说，说我们所做，践行对客户的承诺，保证产品品质、交期及服

务，切实保障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对于员工，公司为员工实现个人价值搭建平台，提供优厚的

福利待遇，切实维护员工利益；对于社会，公司合法经营，树立典范，承担社会责任；对于股东，公司

持续经营，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信息披露，保障股东的利益，避免中小股东的权益受到侵

害。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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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审计意见 - 

审计报告中的特别段落 -  

审计报告编号 - 

审计机构名称 - 

审计机构地址 - 

审计报告日期 - 

注册会计师姓名 -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 - 

审计报告正文：- 

 

（二） 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491,935.14 2,651,947.1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5,103,770.26 206,479.30 

应收账款 208,359,293.35 186,255,916.03 

预付款项 3,843,374.22 32,578,444.97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749,849.66 689,671.49 

存货 26,505,324.14 13,513,519.52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11,346.75 

其他流动资产  379,608.89 

流动资产合计 246,053,546.77 236.386,934.12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0,000.00 1,0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9,930,100.40 28,589,14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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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6,931,039.11 7,194,301.13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208,776.72 226,168.5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159,067.57 1,727,424.87 

递延所得税资产 846,503.77 1,962,121.90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0,075,487.57 40,699,157.36 

资产总计 286,129,034.34 277,086,091.4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7,953,280.67 30,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7,677,367.75 22,515,595.92 

预收款项 260,421.33 207,226.35 

应付职工薪酬 1,078,719.32 1,312,660.76 

应交税费 1,343,547.81 10,939,489.96 

应付利息  61,626.40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220,117.24 82,805.36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63,533,454.12 65,119,404.7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2,657,256.00 3,133,648.00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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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657,256.00 3,133,648.00 

负债合计 66,190,710.12 68,253,052.7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3,274,000.00 43,274,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85,692,469.46 85,692,469.4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018,760.84 8,018,760.84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82,953,093.92 71,847,808.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9,938,324.22 208,833,038.7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286,129,034.34 277,086,091.48 

法定代表人：费福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华冬      会计机构负责人：华冬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38,653,794.99 49,237,202.34 

减：营业成本 24,025,132.57 29,873,840.82 

税金及附加 100,960.50 63,569.22 

销售费用 350,073.00 697,095.84 

管理费用 4,960,797.27 3,051,928.21 

财务费用 582,940.44 67,402.12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8,633,891.21 15,483,366.13 

加：营业外收入 42,007.77 719,218.00 

减：营业外支出 17,227.70 10,00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8,658,671.28 16,192,584.13 

减：所得税费用 1,298,800.69 2,428,887.62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359,870.59 13,763,696.51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7,359,870.59 13,763,696.51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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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7,359,870.59 13,763,696.51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7 0.3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7 0.38 

法定代表人：费福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华冬      会计机构负责人：华冬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7,656,933.04 19,655,783.45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1,043.95 3,580,010.4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717,976.99 23,235,793.9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725,399.53 15,136,448.2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595,100.48 3,062,974.4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183,270.63 9,165,048.6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53,466.64 2,576,949.6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157,237.28 29,941,420.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39,260.29 -6,705,627.0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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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1,700,000.00 5,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700,000.00 5,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546,719.3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11,555.67 39,847.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62,476.7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420,751.74 39,847.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79,248.26 4,960,153.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60,012.03 -1,745,474.0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51,947.17 9,122,460.2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91,935.14 7,376,986.17 

法定代表人：费福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华冬      会计机构负责人：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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