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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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国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权秀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权秀洁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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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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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0,132,940,541.02

5,334,686,758.79

89.94%

3,361,638,794.91

2,057,198,847.90

6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1,918,368,449.87

27.78%

5,209,161,867.64

30.52%

112,471,473.28

11.56%

300,232,672.19

10.51%

116,532,077.31

19.74%

307,416,523.02

14.73%

-247,526,792.91

-152.05%

-953,992,390.11

-270.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7

-70.98%

0.700

-57.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7

-70.98%

0.700

-57.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1%

-1.75%

8.92%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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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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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9,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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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3,279.73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37,434.1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67,448.00

合计

-7,183,850.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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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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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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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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76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赵国栋
西藏融通众金投
资有限公司
蔡拾贰
西藏金梅花投资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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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自然人

15.37%

97,666,964

73,250,223 质押

90,58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49%

79,361,528

79,361,528 质押

79,361,520

境内自然人

10.65%

67,707,007

0 质押

58,55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3%

63,746,018

19,840,380 质押

37,759,900

3.95%

25,131,151

2,513,115

3.52%

22,362,312

7,936,152

2.62%

16,635,007

0 质押

2.25%

14,281,923

0

前海开源基金－
海通证券－前海
开源定增二十二

其他

号资产管理计划
桐庐岩华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合伙）
王济云

境内自然人

12,6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移动互联股 其他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刘展成

境内自然人

2.20%

13,961,214

13,912,704

蔡健泉

境内自然人

1.90%

12,051,981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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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蔡拾贰

67,707,007 人民币普通股

67,707,007

西藏金梅花投资有限公司

43,905,638 人民币普通股

43,905,638

赵国栋

24,416,741 人民币普通股

24,416,741

王济云

16,635,007 人民币普通股

16,635,007

14,426,160 人民币普通股

14,426,160

14,281,923 人民币普通股

14,281,923

蔡健泉

12,051,981 人民币普通股

12,051,981

吴世庆

8,823,007 人民币普通股

8,823,007

姚友军

7,8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12,000

6,663,004 人民币普通股

6,663,004

桐庐岩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移动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民营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赵国栋为西藏融通众金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赵国栋与西藏融通众金投资有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余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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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变动金额、幅度
变动金额

说明

变动幅度(%)

-

5,491,219.73

-5,491,219.73

-100.00

(1)

应收票据

45,181,164.56

121,423,934.48

-76,242,769.92

-62.79

(2)

应收账款

2,632,564,231.90

663,445,398.01 1,969,118,833.89

296.80

(3)

预付款项

124,236,587.48

73,937,992.09

50,298,595.39

68.03

(4)

应收利息

40,025,221.05

2,243.35

40,022,977.70

1784071.93

(5)

其他应收款

61,642,342.11

38,124,513.94

23,517,828.17

61.69

(6)

63,688,047.38 1,644,063,388.37

2581.43

(7)

617,936,663.31

41,000,000.00

576,936,663.31

1407.16

(8)

47,794,283.36

10,356,781.08

37,437,502.28

361.48

(9)

2,207,893.71

3,477,749.52

-1,269,855.81

-36.51

(10)

63,759,360.78

33,500,325.97

30,259,034.81

90.32

(11)

464,562,067.16 1,513,733,677.75

325.84

(1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开发支出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1,707,751,435.75

1,978,295,744.91
5,712,760.00

-

5,712,760.00

100.00

(13)

应付票据

1,411,948,623.22

862,562,503.24

549,386,119.98

63.69

(14)

应付利息

30,249,999.98

-

30,249,999.98

100.00

(15)

应付债券

989,246,188.56

-

989,246,188.56

100.00

(16)

其他非流动负债

536,550,000.00

-

536,550,000.00

100.00

(17)

股本

635,470,226.00

165,350,000.00

470,120,226.00

284.32

(18)

1,168,915,821.08

493,278,652.78

675,637,168.30

136.97

(19)

其他综合收益

1,360,000.00

-

1,360,000.00

100.00

(20)

少数股东权益

20,094,593.25

165,958,972.51

-145,864,379.26

-87.89

(21)

损益的金融负债

资本公积

营业收入

5,209,161,867.64

3,991,138,559.95 1,218,023,307.69

30.52

(22)

营业成本

3,756,693,332.42

2,670,232,212.91 1,086,461,119.51

40.69

(23)

税金及附加

23,948,981.25

17,707,828.10

6,241,153.15

35.25

(24)

财务费用

114,738,707.37

-10,701,079.59

125,439,786.96

1172.22

(25)

资产减值损失

113,462,704.24

72,443,866.73

41,018,837.51

56.62

(26)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203,979.73

14,491,210.75

-25,695,190.48

-177.32

(27)

43,387,585.70

-17,503,209.15

60,890,794.85

347.88

(28)

6,145,514.71

3,240,495.89

2,905,018.82

89.65

(29)

投资收益
营业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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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32,276,639.44

78,837,821.97

-46,561,182.53

-59.06

(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3,992,390.11

560,215,724.28 -1,514,208,114.39

-270.29

(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19,106,933.94

220,343,690.97 -3,139,450,624.91

-1424.80

(3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33,962,398.39

-314,110,926.22 4,448,073,324.61

1416.08

(33)

说明：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减少，主要是远期结售汇合约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2）应收票据的减少，主要是票据到期结算所致；
（3）应收账款的增加，主要是应收发放的贷款及垫款增加所致；
（4）预付款项的增加，主要是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5）应收利息的增加，主要是应收发放贷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6）其他应收款的增加，主要是是应收平台结算周转金增加所致；
（7）其他流动资产的增加，主要是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8）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增加，主要是对外投资所致；
（9）开发支出的增加，主要是本期金融科技事业部研发项目投入加大所致；
（10）长期待摊费用的减少，主要是本期厂房、办公楼装修费摊销所致；
（11）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增加，主要是本期本公司之子公司对其在未来期间的可抵扣损益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12）短期借款的增加，主要是本期借入借款所致；
（1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的增加，主要是远期结售汇合约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14）应付票据的增加，主要是本期采购规模的增加所致；
（15）应付利息的增加，主要是应付债券利息增加所致；
（16）应付债券的增加，主要是本期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所致；
（17）其他非流动负债的增加，主要是本期收购中融金49%剩余股权及收购钱包好车49%剩余股权导致应付股权收购款增
加所致；
（18）股本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期完成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1,890,098,999.98元，其中计入“股本”
61,603,652.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828,495,347.98元；另外本期2017年3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奥马电器股权有限公司二○一六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26,953,652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5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8 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408,516,574.00元；
（19）资本公积的增加，主要是本期完成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1,890,098,999.98元，其中计入“股本”人
民币币61,603,652.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828,495,347.98元；资本公积转增股本408,516,574.00元，另外
由于本期收购中融金49%股权时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按所享有被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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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成本，收购成本大于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之间差额减少了资本公积；
（20）其他综合收益的增加，主要是被投资企业公允价值变动增加所致；
（21）少数股东权益的减少，主要是由于本期收购中融金49%剩余股权及收购钱包好车49%剩余股权导致少数股东权益减
少所致；
（22）营业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本期销售规模的增加所致；
（23）营业成本的增加，主要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导致成本增加所致；
（24）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增加，主要是本期收入的上涨导致缴纳的附加税增加所致；
（25）财务费用的增加，主要是本期利息支出抵减利息收入后增加所致；
（26）资产减值损失的增加，主要是本期应收发放的贷款及垫款增加，相应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27）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减少，主要是由于签订的尚未交割的远期结售汇合约的因汇率变动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所致；
（28）投资收益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远期结汇合约交割产生的收益以及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29）营业外支出的增加，主要是本期对外捐赠增加所致；
（30）所得税费用的减少，主要是由于2016年12月中融金获得高新企业认证，所得税率由25%下降至15%所致；
（3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减少，主要是本期发放的贷款及垫款增加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的减少；
（3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减少，主要是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3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增加，主要是本期完成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及完成了向合格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导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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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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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至

35.00%

8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至

35,056.19

间（万元）

41,1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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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83.64

预计今年四季度公司金融科技业务净利同比增幅较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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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衍生工具

初始投资

本期公允价

成本

值变动损益

15,000,000
.00

合计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报告期内售 累计投资收
金额

出金额

5,491,219. -11,203,979.7
73

其他

计入权益的累

20,491,219
.73

益

-539,300.00

3
1,600,000.00

1,360,000.00

-9,603,979.73

1,360,000.00

期末金额

-5,712,760.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00
16,600,000.

自有资金

00
0.00

0.00 -539,300.00

10,887,240.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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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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