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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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福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范迓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范迓胜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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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336,025,715.47 5,009,377,986.60 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824,785,719.97 4,659,851,427.57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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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183,338.45 11.27% 2,621,510,746.03 1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1,397,040.57 56.22% 289,532,537.96 3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8,617,973.04 80.52% 226,477,442.64 21.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94,826,322.88 789.68% 428,404,659.28 602.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01 28.37% 0.2282 1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01 28.37% 0.2282 1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0% -0.01% 6.06%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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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984.20 主要是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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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60,642.83 

主要是公司收到一企一策奖励

1,185.75 万元、技改专项资金

522.00 万元、工业经济考核奖励

100.50 万元、科技成果转化专项

资金项目贴息 285.00 万元、自

主专利产品产业化奖励 50.00万

元、太阳能补贴款 48.79 万元、

研发财政奖励资金 36.50 万元、

省级双创专项资金 15.00 万元、

产学研奖励 10.00 万元、稳岗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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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 21.05 万元、科技人才发展资

金 2.30 万元、专利资助 7.60 万

元、科技创新奖励 11.25 万元，

当期确认产业发展基金收入

819.00 万元、复合管和平行流管

项目确认收入 7.04 万元、高性

能耐强腐蚀无缝铝合金管研发

项目 18.99 万元、江苏省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补贴收入 312.64 万

元和汽车控制臂用可锻 6X82 成

果转化 30.30 万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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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80,621.81 

主要是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收益 6,012.10 万元和交割股票

损益-3,104.11 万元以及股票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1,070.07 万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62,942.6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131,242.46  

合计 63,055,09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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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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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7,45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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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福海 境内自然人 39.07% 496,432,134 372,324,100 质押 204,560,000 

周吉 境内自然人 6.83% 86,756,498 0   

项洪伟 境内自然人 4.29% 54,517,133 54,517,133   

于丽芬 境内自然人 3.73% 47,385,000 0   

无锡金投领航产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9% 39,252,336 39,25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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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升级并购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兴银基金－浦发

银行－爱建信托

－爱建信托云溪

16 号事务管理类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84% 23,364,485 23,364,485   

中车金证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9% 20,249,221 20,249,221   

湖北省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公司－

湖北国资运营东

湖定增 1 号私募

投资基金 

其他 1.54% 19,626,168 19,626,168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9% 11,331,80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

一三组合 
其他 0.63% 8,0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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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周福海 124,108,034 人民币普通股 124,108,034 

周吉 86,756,498 人民币普通股 86,756,498 

于丽芬 47,3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385,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331,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31,8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8,000,074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7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

信互联网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05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5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905,219 人民币普通股 3,905,219 

汤惠亮 3,747,290 人民币普通股 3,747,290 

汤亚兴 2,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0,000 

杨润超 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以上股东中周福海、于丽芬、周吉为家庭成员关系（于丽芬为周福海之妻、周吉为周福

海之女）；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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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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8年9月30日数

（元） 

2017年12月31日数

（元） 
增减幅度 变动说明 

其他应收款 51,032,303.58  1,608,080.23  3,073.49% 
主要是计提未到期理财产品利息

所致。 

在建工程 163,914,340.48  109,692,169.68  49.43% 

主要是年产4万吨轻量化环保型铝

合金材项目（以下简称“4万吨项

目”）和年产8万吨轻量化高性能

铝挤压材项目（以下简称“8万吨

项目”）投入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8,143,008.31  53,335,550.30  46.51% 
主要是增加基建和设备供应商预

付款。 

短期借款 180,000,000.00  50,000,000.00  260.00% 主要是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52,577,841.25  186,863,893.91  35.17% 
主要是本期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

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7,982,057.75  29,834,925.03  -39.73% 
主要是工程项目进项税额抵扣增

加导致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3,954,735.46  7,075,836.10  -44.11% 
主要是归还基建项目投标保证金

所致。 

递延收益 9,067,792.70  20,947,488.53  -56.71% 主要是政府补贴递延收益所致。 

库存股 48,829,466.81  0.00  100.00% 主要是回购公司股票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93,850.57  -5,092.37  3,906.69% 主要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专项储备 1,087,878.28  823,829.97  32.05% 
主要是本期计提安全生产费用所

致。 

（二）利润表项目 

前三季利润表项目 
2018年1-9月数 

（元） 

2017年1-9月数 

（元） 
增减幅度 变动说明 

财务费用 -12,629,174.00  4,344,789.47  -390.67% 
主要是人民币贬值导致汇兑收益

增加。 

利息费用 4,060,474.25  462,052.67  778.79% 
主要是银行借款增加相应利息费

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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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 -2,740,106.43  -1,512,157.96  -81.21% 
主要是通过协定存款等方式提高

闲置资金的收益。 

资产减值损失 -6,397,599.94  1,746,818.95  -466.24% 
主要是期末应收账款余额比期初

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34,860,642.83  24,891,886.41  40.05% 主要是政府政策性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0,045,858.85  3,439,125.15  773.65% 
主要是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增加（已

抵扣股票交割亏损）。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734,762.96  -1,356,972.23  817.39% 
主要是期末所持有股票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浮盈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00,198.38  0.00  100.00% 

主要是准则修订将原列报于与日

常生产经营相关政府补助变更为

列报于“其他收益”，以及将原列报

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非

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变更为列报于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1,061,041.05  6,852,079.95  -84.52% 

主要是准则修订将原列报于与日

常生产经营相关政府补助变更为

列报于“其他收益”，以及将原列报

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非

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变更为列报于

“资产处置收益”。 

所得税费用 55,305,138.11  40,725,106.71  35.80% 主要是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净利润 289,532,537.96  214,285,208.68  35.12% 

主要是由于产能提升，开发非汽车

领域产品，效率提升，提高闲置资

金理财收益；8 万吨项目运营初期，

承担固定费用和前期调试期费用

较高。 

本季利润表项目 
2018年7-9月数 

（元） 

2017年7-9月数 

（元） 
增减幅度 变动说明 

财务费用      -7,654,742.75          2,208,936.38  -446.54% 
主要是人民币贬值导致汇兑收益

增加。 

利息费用       2,194,957.37           123,615.16  1,675.64% 
主要是银行借款增加相应利息费

用增加所致。 

利息收入      -1,187,447.86           -507,824.85  -133.83% 
主要是通过协定存款等方式提高

闲置资金的收益。 

资产减值损失        -997,003.21          2,758,451.69  -136.14% 
主要是期末应收账款余额比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0,450,184.69         15,375,559.11  -32.03% 
主要是当期政府政策性补助递延

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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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      10,080,314.32           899,015.68  1,021.26% 
主要是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增加（已

抵扣股票交割亏损）。 

资产处置收益        -146,748.62                   100.00% 

主要是准则修订将原列报于与日

常生产经营相关政府补助变更为

列报于“其他收益”，以及将原列报

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非

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变更为列报于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378,623.37          2,007,902.81  -81.14% 

主要是准则修订将原列报于与日

常生产经营相关政府补助变更为

列报于“其他收益”，以及将原列报

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非

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变更为列报于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支出         995,458.23           476,611.53  108.86% 主要是赔偿款和罚款支出。 

所得税费用      17,249,458.82        13,748,251.52  25.47% 主要是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净利润     101,397,040.57        64,904,797.79  56.22% 

主要是由于产能提升，开发非汽车

领域产品，效率提升，提高闲置资

金理财收益；8 万吨项目运营初期，

承担固定费用和前期调试期费用

较高。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18年1-9月数 

（元） 

2017年1-9月数 

（元） 
增减幅度 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28,404,659.28     -85,266,652.13  602.43% 

主要是本期利润增加，应收账款下

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21,266,577.87     175,141,312.47  -340.53% 

主要是企业购买理财产品和支付

工程项目的进度款和设备款项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35,154.29     -67,869,969.34  101.53% 

主要是本期支付分红和股票回购，

并取得银行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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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母公司 

1、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年产6.5万吨新能源汽车铝材项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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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2日，公司与无锡市人民政府新区管理委员会就公司

在无锡新区进一步实施战略发展、新建铝材生产项目等事项完成

了《投资框架协议》的签署。 

2014年12月24日 公告编号：2014-077；公告名称：关于

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网站：

巨潮资讯网。 

2015年4月，公司已完成注册资本变更手续，注册资本已由41,600

万元增加62,400万元至104,000万元。 

2014年4月24日 公告编号：2015-027；公告名称：关于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网站：

巨潮资讯网。 

2016年6月21日，公司与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就公司在无锡高新区进一步实施战略发展、建设年产6.5万吨新能

源汽车铝材项目事宜完成了《投资协议》投资协议的签署。 

2016年6月23日 公告编号：2016-033；公告名称：关于

签署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网站：巨潮

资讯网。 

2016年6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等议案。 

2016年6月23日 公告编号：2016-034；公告名称：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网站：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6-035；公告名称：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网站：巨潮

资讯网。公告名称：2016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2016年7月11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等

议案。 

2016年7月12日 公告编号：2016-042；公告名称：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网站：巨潮资讯网。 

2017年1月17日，无锡国土资源局与公司就编号为“锡国土（工）

2016-104号”地块（即本项目建设用地）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 

2017年1月18日 公告编号：2017-001；公告名称：关于

竞拍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网

站：巨潮资讯网。 

2017年2月，公司完成项目建设用地的登记手续并取得无锡市国土

资源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 

2017年2月17日 公告编号：2017-003；公告名称：关于

参与竞拍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

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2018年5月，公司收到无锡市新吴区住房和建设交通局对该项目核

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320291201805240201）。 

2018年5月26日 公告编号：2018-025；公告名称：关于

年产6.5万吨新能源汽车铝材项目取得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公告；公告

网站：巨潮资讯网。 

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厂房基建正在进行中。 

2、回购公司股份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8年6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同意

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2亿元），且不低于人民币5,000

万元（含5,000万元）的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等，回购期限为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2018年6月21日 公告编号：2018-032；公告名称：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网站：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8-033；公告名称：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网站：巨潮

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034；公告名

称：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公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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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巨潮资讯网。 

2018年6月29日，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回购股份事项出具

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018年7月3日 公告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之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2018年7月5日，公司公布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

日（即 2018年6月20日）及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

日（即2018年7月2日）登记在册的前10名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情况。 

2018年7月5日 公告编号：2018-040；公告名称：关于

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

公告；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2018年7月9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 

2018年7月10日 公告编号：2018-041；公告名称：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网站：巨潮资讯网。 

2018年7月10日，公司就回购股份事项通知了债权人知晓其相关权

利。 

2018年7月10日 公告编号：2018-042；公告名称：关于

回购股份的债权人通知公告；公告网

站：巨潮资讯网。 

2018年7月24日，公司完成回购专户相关开户工作并披露了《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及《法律意见书》。 

2018年7月24日 公告编号：2018-046；公告名称：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网站：巨

潮资讯网。公告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

师事务所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法律意

见书；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2018年7月24日，回购股份数量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

最高成交价为5.3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26元/股，支付的总金额

为4,778,500.00元（不含交易费用）。 

2018年7月25日 公告编号：2018-047；公告名称：关于

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网站：巨潮

资讯网。 

截至2018年7月3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098,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最高成交价为5.48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5.26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11,171,732.87元（含交易

费用）。 

2018年8月2日 公告编号：2018-048；公告名称：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网站：

巨潮资讯网。 

截至2018年8月3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6,699,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3%，最高成交价为5.48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5.07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34,815,383.12元（含交易

费用）。 

2018年9月4日 公告编号：2018-053；公告名称：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网站：

巨潮资讯网。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9,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5%，最高成交价为5.48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4.958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48,829,466.81元（含交易

费用）。 

2018年10月9日 公告编号：2018-054；公告名称：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网站：

巨潮资讯网。 

    3、年产3,600吨汽车转向机构用铝合金型材技术改造项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7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建设汽车转向机构用铝合金型材技术改造项目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现有挤压生产线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造并建成年

产3,600吨汽车转向机构用铝合金型材技术改造项目，项目总投资

2017年10月25日 公告编号：2017-045；公告名称：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网

站：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7-048；

公告名称：关于投资建设汽车转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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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万元。 用铝合金型材技术改造项目的公告；公

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截至报告期末，项目设备调试完成，产能持续释放中。 

4、资产收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3年7月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资产的议案》，同意以自有资金3,267万元受让无锡欣

豪投资有限公司截止资产评估基准日（2013年6月30日）拥有的单

项资产组合（位于无锡新区新锦路102号的全部房产和土地），以

满足精密模具分公司经营等的需要。 

2013年7月16日 公告编号：2013-061；公告名称：关于

收购资产的公告；公告网站：巨潮资讯

网。 

2016年12月23日，欣豪投资出具《说明和承诺函》，表示：《资

产交易协议》签署后双方即办理了实物交接手续，公司对上述房

产和土地使用权从2013年7月起至今实际使用并控制；公司按协议

约定按时交付了相关款项；现由于欣豪投资自身的结算原因致使

过户手续尚未办理完毕；上述房产和土地进行了抵押，欣豪投资

将解除该等抵押；在2017年6月底前完成该等房产和土地的过户手

续。2016年12月26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周福海出具《承

诺函》，承诺：如果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霍夫曼目前使用的房产、

土地因欣豪投资未能办理过户手续、或因欣豪投资无法偿还贷款

而被强制执行抵押权等原因导致该等房产和土地不能过户，本人

将承担亚太科技因此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2017年4月19日 公告名称：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公告

网站：巨潮资讯网。 

2018年4月13日，欣豪投资出具《说明和承诺函》，表示：《资产

交易协议》签署后双方即办理了实物交接手续，公司对上述房产

和土地使用权从2013年7月起至今实际使用并控制；公司按协议约

定按时交付了相关款项；现由于欣豪投资自身的结算原因致使过

户手续尚未办理完毕；上述房产和土地进行了抵押，欣豪投资将

解除该等抵押；在2018年6月底前完成该等房产和土地的过户手

续。 

2018年4月24日 公告名称：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公告

网站：巨潮资讯网。 

2018年8月21日，欣豪投资出具《说明和承诺函》，表示：《资产

交易协议》签署后双方即办理了实物交接手续，公司对上述房产

和土地使用权从2013年7月起至今实际使用并控制；公司按协议约

定按时交付了相关款项；现由于欣豪投资自身的结算原因致使过

户手续尚未办理完毕；上述房产和土地进行了抵押，欣豪投资将

解除该等抵押；在2018年11月底前完成该等房产和土地的过户手

续。 

2018年8月28日 公告名称：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

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截至报告期末，交易双方正在协商办理相关资产的过户手续。 

5、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截至2018年1月26日，公司收到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

厅、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GR201732001944，发证时间为2017年11月

17日，有效期为三年。 

2018年1月26日 公告编号：2018-005；公告名称：关于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公告网

站：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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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获得IATF16949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2018年9月，公司收到Bureau Veritas Certification颁发的IATF16949:2016证书，证书号

0332637，有效期至2021年9月12日。 

（二）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 

1、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年产4万吨轻量化环保型铝合金材项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6年1月15日，亚通科技与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

了《协议书》。 

2016年1月16日 公告编号：2016-003；公告名称：关于

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

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网

站：巨潮资讯网。 

2016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竞拍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亚通科技为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

战略需要，以自有资金（不超过2000万元）参与竞拍宗地号为“海

政地复[2015]26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2016年1月16日 公告编号：2016-002；公告名称：关于

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

限公司参与竞拍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

告； 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2016年3月，海安县国土资源局就宗地号“海政地复[2015]26号”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与亚通科技完成了《成交确认书》（海地挂工字

（2015）第082-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

3206212016CR0034)的签订。 

2016年3月11日 公告编号：2016-014；公告名称：关于

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

限公司参与竞拍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进

展公告；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2016年5月，亚通科技完成了该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登记手续并取得

海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苏海国用（2016）

第X801149号）。 

2016年5月24日 公告编号：2016-028；公告名称：关于

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

限公司参与竞拍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进

展公告；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2016年6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等议案。 

2016年6月23日 公告编号：2016-034；公告名称：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网站：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6-035；公告名称：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网站：巨潮

资讯网。公告名称：2016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2016年7月11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等

议案，同意由亚通科技建设年产4万吨轻量化环保型铝合金材项

目。 

2016年7月12日 公告编号：2016-042；公告名称：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网站：巨潮资讯网。 

2016年8月，亚通科技取得了海安县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编号：320621201608120101）。 

2016年8月16日 公告编号：2016-051；公告名称：关于

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

限公司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公

告；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厂房主体结构已完成，设备基础施工和设备采购工作按计划持续

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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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产1.5万吨新能源汽车底盘系统用高性能轻量化铝材项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7年11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新能源汽车底盘系统用高性能轻量化铝材项目的议案》，同意

亚通科技利用现有厂房投资建设年产1.5万吨新能源汽车底盘系

统用高性能轻量化铝材项目，项目产品包括汽车底盘行驶系悬架

铝材及制动系ABS铝材，项目总投资8,000万元。 

2017年11月22日 公告编号：2017-053；公告名称：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网站：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7-060；公告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

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新能源汽车底盘系统用高性能轻

量化铝材项目的公告；公告网站：巨潮

资讯网。 

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设备已安装并调试完毕，亚通科技积极推动项目进入全面投产阶

段。 

3、获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三级保密资格证书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截至2017年8月29日，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了武

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审核，并收到由北京军友诚信质量认证

有限公司颁发的《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册号

17QJ20450R0M。 

2017年8月29日 公告编号：2017-042；公告名称：关于

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

限公司取得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的公告；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截至2018年7月13日，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取得了江

苏省国家保密局、江苏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颁发的《武器

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三级保密资格证书》，编号JSC18031。 

2018年7月13日 公告编号：2018-044；公告名称：关于

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

限公司取得三级保密资格证书的公告；

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4、获得政府补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截至2018年2月3日，亚通科技收到海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

安县财政局《关于拨付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一企一

策”等扶持资金的通知》。根据该文件，海安县财政局拨付亚通科

技扶持资金1185.75万元。 

2018年2月3日 公告编号：2018-007；公告名称：关于

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

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告网

站：巨潮资讯网。 

（三）子公司无锡海特铝业有限公司 

1、获得IATF16949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2018年4月，海特铝业收到Bureau Veritas Certification颁发的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证书号：349783，有效期至2021年4月8日。 

2、拆迁事项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海特铝业尚未收到辖区政府主管部门的拆迁通知。 

（四）子公司江苏亚太霍夫曼金属打印科技有限公司 

1、金属增材制造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项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4年8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注销合资经营企业并新设全资子公司建设金属增材制造技术研

究及其产业化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设立江苏亚太霍夫曼金属

打印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金属增材制造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项目，

2014年8月12日 公告编号：2014-047；公告名称：关于

注销合资经营企业并新设全资子公司

建设金属增材制造技术研究及其产业

化项目的公告.；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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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总额1亿元人民币，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2014年8月，霍夫曼完成设立工商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5000万元。 

2014年8月22日 公告编号：2015-054；公告名称：关于

全资子公司江苏亚太霍夫曼金属打印

科技有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公

告网址：巨潮资讯网。 

2015年4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全资子公司江苏亚太霍夫曼金属打印科技有限公司增加注册

资本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总投资10,000万元保持不变的前提下，

将霍夫曼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从5,000万元增加2,000万元至

7,000万元。 

2015年4月24日 公告编号：2015-028；公告名称：《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2015年6月，霍夫曼完成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和实收

资本均增至7000万元。 

2015年6月10日 公告编号：2015-032；公告名称：关于

全资子公司江苏亚太霍夫曼金属打印

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增资及工商变更登

记的公告；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报告期，霍夫曼积极推进3D金属打印项目各项业务的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工作。多规

格模具及易损零部件的制造、修复、强化业务在集团内持续开展，在铝挤压、模具、医疗、

机械等多个领域的外部市场开发工作持续推进，3D金属打印制造设备的定制开发、技术合作

在航空航天、汽车、电力、科研等多个领域持续推进。 

2、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智能车间项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7年11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江苏亚太霍夫曼金属打印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暨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智能车间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江苏亚太霍夫曼金属打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霍夫曼”）为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投资

建设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智能车间项目。该项目总投资额11,906.5

万元。  

2017年11月22日 公告编号：2017-061；公告名称：关于

向全资子公司江苏亚太霍夫曼金属打

印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投资建设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智能车间项目的公告；公

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中的新能源电池包框架产线、转向系统零件等部分产线已进入可

使用状态，产能释放、客户认证、订单开发工作持续推进中。 

（五）子公司江苏亚太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新扩建年产8万吨轻量化高性能铝挤压材项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7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以2017年4月30日为

基准日将母公司“新扩建年产8万吨轻量化高性能铝挤压材项目”

相关的资产、负债、人员划转至全资子公司江苏亚太航空科技有

限公司，公司8万吨项目实施主体由母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亚航

科技。 

2017年5月25日 公告编号：2017-025；公告名称：关于

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公告；公告网

站：巨潮资讯网。 

经无锡宝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本次划转的资产负

债净额为734,617,468.03元。截至2017年7月14日，公司已完成8万

吨项目相关人员的划出手续，亚航科技已完成8万吨项目相关人员

2017年7月14日 公告编号：2017-034；公告名称：关于

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进展公告；公

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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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收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合同签署、社保关系转移、公积

金关系转移等手续；本次划转涉及的土地增值税、契税已取得税

务部门的相关核定文件。 

2017年10月，亚航科技完成了8万吨项目房屋建筑的登记手续，取

得了无锡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 

2017年10月25日 公告编号：2017-044；公告名称：《关

于全资子公司江苏亚太航空科技有限

公司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公告》；公告

网站：巨潮资讯网。 

截至报告期末，项目计划新增9条挤压生产线的主要设备均已安装就位，其中8条产线已

进入可使用状态，其余1条产线正在抓紧调试，产能持续释放中。 

2、注册资本增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8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江苏亚太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亚航科技增资16,000万元。本

次增资完成后，亚航科技的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增至20,000万

元，其他计入资本公积。 

2018年4月24日 公告编号：2018-012；公告名称：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网站：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8-018；公告名称：关于向全资子公

司江苏亚太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

公告；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无锡市新吴区行政审批局于2018年6月29日向亚航科技签发了新

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4MA1NR9BK5R），

注册资本变更为2亿元。 

2018年7月10日 公告编号：2018-043；公告名称：关于

向全资子公司江苏亚太航空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网站：巨潮

资讯网。 

3、获得航空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8年10月，亚航科技收到Bureau Veritas Certification颁发的BS 

EN ISO 9001:2015 / EN 9100:2018航空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

书号：AS17016SHN0，签发日期为2018年9月4日，有效期至2021

年9月3日。 

2018年10月12日 公告编号：2018-055；公告名称：关于

全资子公司江苏亚太航空科技有限公

司取得航空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

公告；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六）子公司江苏亚太安信达铝业有限公司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2018年2月，安信达收到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1732002243，有效期为三年（2017年至2019年）。 

（七）子公司亚太科技（香港）发展有限公司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5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战略

发展和海外业务拓展需要，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项目总

投资2,000万港元。 

2015年8月29日 公告编号：2015-051；公告名称：关于

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

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2016年7月，亚太香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成了注册登记手续，取

得了《公司注册证明书》和《商业登记证》。 

2016年7月21日 公告编号：2016-043；公告名称：关于

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

告；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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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公司取得了江苏省商务厅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

书》，证书编号：商境外投资证第N3200201600864号。 

2016年8月2日 公告编号：2016-049；公告名称：关于

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

告；公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2018年7月23日，公司向亚太香港注资63.69万美元。 

 

2018年8月28日 公告名称：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

告网站：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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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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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15.00% 至 5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34,917.99 至 45,545.2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0,363.4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一是公司销售订单稳定，开发供应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动力

系统及车身用铝，同时开发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非汽车行业市场，产能

稳定增长；二是公司闲置资金理财收益增加；三是公司的新扩建 8 万吨高

性能铝挤压材项目尚处在运营初期，产能释放不断推进中，承担的固定运

营成本和调试高端产品费用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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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基金 
38,993,237

.45 
0.00 0.00 164,770,419.59 

191,700,633

.23 
352,233.59 

12,415,257.

40 
自有资金 

股票 
81,353,318

.16 

10,700,681.9

3 
0.00 320,097,197.36 

299,941,327

.78 

-20,699,855

.61 

80,809,332.

13 
自有资金 

合计 
120,346,55

5.61 

10,700,681.9

3 
0.00 484,867,616.95 

491,641,961

.01 

-20,347,622

.02 

93,224,589.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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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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20,000 20,000 0 

券商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125,000 104,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2,000 32,000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4,000 23,500 0 

其他类 自有资金 48,650 0 0 

合计 249,650 179,5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受托机

构名称

（或受

托人姓

名） 

受托

机构

（或

受托

人）

类型 

产品类

型 
金额 

资金

来源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资金

投向 

报酬

确定

方式 

参考

年化

收益

率 

预期

收益

（如

有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报告

期损

益实

际收

回情

况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未来

是否

还有

委托

理财

计划 

事项概述及

相关查询索

引（如有） 

国泰君

安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证券 
货币与

债券型 
10,000 募集 

2017

年 12

月 27

日 

2018

年 03

月 27

日 

资本

中介

业务

以及

其他

创新

业务 

保本

保证

收益

型 

5.40% 134.63 134.63 134.63  是 是 

公告编号：

2017-070；公

告名称：关于

使用暂时闲

置的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

管理方案调

整的公告；公

告网站：巨潮

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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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证券 
货币与

债券型 
35,000 募集 

2017

年 12

月 28

日 

2018

年 12

月 23

日 

补充

产品

发行

人的

运营

资金 

保本

固定

收益

型 

5.50% 
1,903.

9 
 0  是 是 

公告编号：

2017-070；公

告名称：关于

使用暂时闲

置的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

管理方案调

整的公告；公

告网站：巨潮

资讯网。 

海通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证券 
货币与

债券型 
65,000 募集 

2017

年 12

月 28

日 

2018

年 12

月 23

日 

补充

产品

发行

人的

运营

资金 

保本

固定

收益

型 

5.50% 
3,526.

03 
 0  是 是 

公告编号：

2017-070；公

告名称：关于

使用暂时闲

置的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

管理方案调

整的公告；公

告网站：巨潮

资讯网。 

招商证

券无锡

营业部 

证券 
货币与

债券型 
10,000 自有 

2018

年 06

月 29

日 

2018

年 12

月 17

日 

补充

产品

发行

人的

运营

资金 

保本

保证

收益

型 

5.05% 236.59  0  是 是 

公告编号：

2018-003；公

告名称：关于

2018 年度使

用暂时闲置

的自有闲置

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的公

告；公告网

站：巨潮资讯

网。 

合计 
120,00

0 
-- -- -- -- -- -- 

5,801.

15 
134.63 --  -- -- --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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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1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亚太科技：2018 年 1 月 4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8-投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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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1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亚太科技：2018 年 1 月 5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8-投 002） 

2018 年 03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亚太科技：2018 年 3 月 5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8-投 003） 

2018 年 03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亚太科技：2018 年 3 月 6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8-投 004） 

2018 年 03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亚太科技：2018 年 3 月 9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8-投 005） 

2018 年 04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亚太科技：2018 年 4 月 25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8-投 006） 

2018 年 05 月 0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亚太科技：2018 年 5 月 7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8-投 007） 

2018 年 07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亚太科技：2018 年 7 月 13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8-投 008） 

2018 年 07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亚太科技：2018 年 7 月 20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8-投 009） 

2018 年 09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亚太科技：2018 年 9 月 6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8-投 010） 

2018 年 09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亚太科技：2018 年 9 月 14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8-投 011） 

2018 年 09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亚太科技：2018 年 9 月 18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2018-投 012） 

2018 年 1-9 月 电话沟通 其他 谈论内容：公司经营情况（共计 96 次）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福海 

 

 

2018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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