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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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学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欧建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欧建斌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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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46,248,073.37 13,074,232,730.91 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580,140,292.42 9,600,765,223.81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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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640,940.87 10.04% 5,017,460,796.50 1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8,867,023.62 47.58% 1,239,452,818.86 5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62,049,812.07 39.42% 1,183,664,714.99 5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708,265,073.50 30.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50.00% 1.21 53.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50.00% 1.21 53.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1% 0.87% 12.22%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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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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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0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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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8,355.1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2,052,828.1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09,557.7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186,100.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74,516.28  

合计 55,788,103.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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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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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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11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0% 204,059,398 54,026,400   

ROBERT BOSCH GMBH 境外法人 14.00% 142,841,400 115,260,600   

中国建设银行－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 18,370,733    

中国建设银行－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8% 18,203,07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1% 15,354,520    

BBH BOS S/A FIDELITY FD - CHINA FOCUS 

FD 
境外法人 1.46% 14,931,27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 10,998,775    

交通银行－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9% 9,044,69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深证 100 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6,648,36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6,646,87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

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50,032,998 人民币普通股 150,032,998 

ROBERT BOSCH GMBH 27,580,8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7,580,800 

中国建设银行－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18,370,733 人民币普通股 18,370,733 

中国建设银行－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203,072 人民币普通股 18,203,07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5,354,520 人民币普通股 15,354,520 

BBH BOS S/A FIDELITY FD - CHINA FOCUS FD 14,931,279 境内上市外资股 14,931,27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0,998,775 人民币普通股 10,998,775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4 

交通银行－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9,044,698 人民币普通股 9,044,69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6,648,366 人民币普通股 6,648,36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6,646,870 人民币普通股 6,646,8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已知第一大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属于同一基金

管理人—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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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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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报表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

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并

入《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及计量》列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核算，不再列入“长期

股权投资”科目。 该项调整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涉及账面价值合计202,940,000 元，报告期

末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年初数也相应进行了调整。 

 

 （二）主要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应收账款：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33,622.47万元，增长29.68%，主要是销售收入的增长; 

2、预付账款：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23,758.79万元，增长136.23%，主要是国四产品后劲投入等项目的

增加; 

3、应收利息: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4,620万元，主要是银行存单到期，应收利息收回; 

4、应收股利: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2,293.7万元，主要是博世汽柴2012年未分配利润的剩余部分转增注

册资本; 

5、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640.29万元，主要是应收租赁费等的增加; 

6、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15,429.96万元，增长31.62%，主要是本年新增上海诚鼎德

同投资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 

7、持有至到期投资: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13,000万元，增长32.5%，主要是期末未到期理财较年初增加; 

8、长期股权投资: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76,705.82万元，增长30.44%，主要是参股企业博世汽柴盈利大

幅增长; 

9、在建工程: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24,896.33万元，增长124.82%，主要是威孚产业园建设等项目投入的

增加; 

10、应付票据: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16,649.60万元，增长43.42%，主要是增加了应付票据结算业务; 

11、投资收益: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增加34,121.15万元，增长73.69%，主要是参股企业盈利大幅增长; 

12、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增加1,358.02万元，主要是计提存货减值准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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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营业外收入：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增加419.37万元，主要是政府搬迁补偿的确认; 

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增加流入16,383.98万元，增长30.09%，主要是

销售收入的增长; 

1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减少流出13,325.1万元，主要是本期委托理财净

流出较上年同期减少，同时本期也增加了威孚产业园、宁波天力新厂区等项目建设的投入; 

1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增加流出54,955.69万元，主要是上年同期短期借

款增加，本期压缩短期借款及本年对股东分红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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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部分募投项目进展情况说明： 

    1、WAPS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和柴油共轨系统零部件产能提升项目 

    目前由于国IV排放法规的推进，共轨产品已全面覆盖国IV市场，为博世汽柴共轨产品配套的共轨零部

件供不应求，目前该项目中涉及的柴油共轨系统零部件项目公司正在加大加速推进产能提升工作。  

    2、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目前进展顺利，2014年9月已启动搬迁，预计2015年6月完成搬迁。 

    3、汽车动力电池材料及动力电池研发项目 

    由于技术和政策上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公司在该项目实施上持谨慎的态度，继续跟踪动力电池的发展，

择机作出决策。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2 年 1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09 号），核

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2,858,000 股新股。2012 年 2 月 10 日，

江苏公证出具了"苏公 W【2012】B006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2

年 2 月 10 日止，威孚高科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2,858,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866,028,91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 15,904,657.07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850,124,252.93 元。 

2012 年 02 月

28 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 公告编号: 

2012-12）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经 2013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九次会议和 2013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

投资计划事项的议案报告》。对募投项目之一的汽车尾气后处理系统

产品产业化项目的投资总额由原计划的 26,000 万元调整至 34,000 万

元，调整部分全部用自有资金补充。 

2013 年 03 月

28 日 

《公司关于变更募投项目投资计划事

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07）刊登

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3 年 05 月

24 日 

《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3-014）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关于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3 年 03 月 《公司关于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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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4 年 04 月

15 日 

《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4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4 年 08 月

30 日 

《公司 2014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锡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

称“产业集

团”） 

为了促进上市公司的健康稳定发

展，充分调动高管人员的积极性，

确保公司管理层与股东及公司利

益相结合，产业集团承诺：在威孚

高科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后，在

符合国家和无锡市政府对上市公

司管理层激励机制方面的有关规

定的前提下，将积极推进威孚高科

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2006

年 04

月 05

日 

 

承诺履行完毕。  2014 年 6

月 20 日公司召开的 2013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大股东股改承诺未履行

事项暨大股东关于威孚高

科管理层激励机制安排承

诺内容变更的议案》和《关

于公司激励基金实施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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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无锡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

公司和

ROBERT 

BOSCH 

GMBH 

公司向大股东无锡产业集团和境

外战略投资者 ROBERT BOSCH 

GMBH 非公开发行发行 A 股

11,285.8 万股股票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限售期为 36 个月。 

  该承诺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

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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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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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股票 600841 
上柴

股份 
199,208,000.00 23,680,000 2.73% 23,680,000 2.73% 

282,976,000

.00 

1,397,120.

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认购 

股票 002009 
天奇

股份 
69,331,500.00 9,300,000 2.90% 9,300,000 2.90% 

156,333,000

.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认购 

合计 268,539,500.00 32,980,000 -- 32,980,000 -- 
439,309,000

.00 

1,397,120.

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

公告披露日期 

2012 年 03 月 24 日 

2013 年 06 月 04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

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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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4 年 7 月 1 日

-9 月 30 日 

董事会 

办公室 
书面问询 个人 公众投资者 

公司通过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dqhd/sichuan/），在线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2014 年 7 月 1 日

-9 月 30 日 

董事会 

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公众投资者 公司基本面及市场情况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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