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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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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沈小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钱文忠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2011.12.31

总资产（元）

3,241,666,026.52

2,451,555,656.69

3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1,604,641,320.24

1,545,434,890.16

3.83%

267,800,000.00

267,800,000.00

0%

5.99

5.77

3.81%

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2012 年 7-9 月
营业总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786,977,470.99

65.25%

2,107,119,349.31

61.09%

46,194,154.42

104.2%

112,766,430.08

-0.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528,970,020.06

104.7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

-1.98

106.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25

104.2%

0.4211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25

104.2%

0.4211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2%

1.4%

7.15%

-0.59%

3%

0.94%

6.99%

-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说明

-52,3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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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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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9,15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294,738.2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180,202.3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3,327.33

所得税影响额

448,271.05

合计

2,536,423.72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4,102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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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中威纺织品有限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许婷婷

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

潘银珍

1,5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8,000

阮荣林

1,37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7,100

华泰紫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07,169 人民币普通股

1,107,169

许美兰

809,024 人民币普通股

809,024

沈小平

704,959 人民币普通股

704,959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563,590 人民币普通股

563,590

中国银行－华泰柏瑞盛世中国
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99,933 人民币普通股

499,933

股东情况的说明

无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2012年9月30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了47.42%，主要是2012年1-9月经营活动及投资活动的现金净额减少所致。
2、应收账款：2012年9月30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了150.24%，主要是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销售收入增加形成。
3、预付账款：2012年9月30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了61.91%，主要是公司与供应商进行了及时货款结算。
4、其他应收款：2012年9月30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了63.56%，主要是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期末支付的各类保证金增加
较多形成。
5、存货：2012年9月30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了51.04%，主要是一方面公司生产规模扩大，所需的原材料供应和生产过程中
的在制品增加，另一方面公司未执行完毕的合同较
多，造成公司期末产成品增加较多。
6、在建工程：2012年9月30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了531.94%，主要是公司光棒项目及光纤扩产项目建设投入较多形成的。
7、递延所得税资产:2012年9月30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了71.33%，主要是本期期末资产减值准备余额增加，导致递延所得税
资产增加。
8、短期借款：2012年9月30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了76.21%，主要是公司生产经营及基建规模扩大，资金需求量增加较多形
成。
9、应付票据：2012年9月30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了82.91%，主要是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结算量增加，期末开出了较多
承兑汇票形成。
10、预收帐款：2012年9月30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了75.15%，主要是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预收客户货款增加形成。
11、应交税费：2012年9月30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了207.81%，主要是期末应交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增加形成。
12、应付利息：2012年9月30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了925.18%，主要是公司银行借款规模扩大，期末未结算的借款利息增加
形成。
13、其他应付款：2012年9月30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了53.29%，主要是公司期末预估的未结算运费和销售业务费增加形成。
14、长期借款：2012年9月30期末余额增加，主要是公司向工商银行苏州分行申请的光纤扩产项目的项目贷款。
15、营业收入：2012年1-9月发生额较去年同期增加了61.09%，主要是公司销售通信光缆、室内软光缆、射频电缆等数量增
加形成。
16、营业成本：2012年1-9月发生额较去年同期增加了67.68%，主要是随着公司销售通信光缆、室内软光缆、射频电缆等数
量增加，相应产品销售成本增加；同时由于主要产
品售价下降，导致营业成本的增长幅度大于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
17、销售费用：2012年1-9月发生额较去年同期增加了69.59%，主要是随着公司生产经营及销售规模不断扩大，相应产品销
售的运输费用及销售业务费增加形成。
18、管理费用：2012年1-9月发生额较去年同期增加了66.85%，主要是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管理人员岗位增加，
人员薪酬及折旧费用等增加以及研究开发费用增
加较多形成。
19、财务费用：2012年1-9月发生额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11.62%，主要是公司借款总额规模上升，利息支出增加形成。
20、资产减值损失：2012年1-9月发生额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26.92%，主要是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应收账款余额增加，计
提的坏帐准备增加形成。
21、公允价值变动收益：2012年1-9月发生额较去年同期减少182.69%，主要是公司去年同期期货投资期末浮动亏损，本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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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转为浮动盈余形成。
22、投资收益：2012年1-9月发生额较去年同期减少40.73%，主要是一方面本期收到吴江农商行的分红多于去年同期，另一
方面本期期货投资损失小于去年同期。
23、营业外收入：2012年1-9月发生额较去年同期增加68.58%，主要是本期收到政府补助较多形成。
24、营业外支出：2012年1-9月发生额较去年同期增加140.03%，主要是本期捐赠支出较多形成。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股改承诺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无
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自通鼎光电股
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通鼎集团有限
不转让或者委
公司、沈小平、
托他人管理本
2010 年 10 月 21
北京北邮资产
三年
公司/本人已直
日
经营有限公司、
接或间接持有
陆建明、沈丰、
的通鼎光电股
沈良
份，也不由通鼎
光电回购该部
分股份。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无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均严格履行承
诺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
√ 是 □ 否 □ 不适用
作出承诺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公司控股股东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沈小平承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
通鼎光电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也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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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鼎光电及其控股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承诺。

（四）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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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0%

至

10%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27,458,655.7

至

175,255,651.6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59,323,319.63
无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2012 年 09 月 04 日 公司注册地

接待方式

实地调研

接待对象类型

机构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人寿资产 公司所处的行业状
管理有限公司、泰信 况及公司的经营情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况。
的研究员，共 4 人。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沈小平
2012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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