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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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利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毛华夏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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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3,321,126.42 2,035,907,298.21 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750,463,645.61 1,684,423,489.18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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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575,705.23 11.40% 753,356,096.33 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2,676,707.87 2,859.27% 95,243,845.85 -2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1,763,490.51 253.77% 86,334,052.56 -20.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12,446,785.55 -10.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3 2,835.71% 0.1609 -21.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3 2,835.71% 0.1609 -21.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1.35% 5.50%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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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9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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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6,9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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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52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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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338.3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7,079.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925,064.4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74,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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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8,909,79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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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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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利浩 境内自然人 11.73% 69,275,391 51,956,543   

国电电力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6% 37,601,625  冻结 4,136,839 

国网福建省电力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8% 34,765,546    

国网吉林省电力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2% 16,653,767    

黄建元 境内自然人 1.87% 11,060,976 5,938,563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一组合 
其他 1.37% 8,1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9% 7,639,30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新

经济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21% 7,124,803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瑞惠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4% 6,12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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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嘉实

增长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0.92% 5,45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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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7,601,625 人民币普通股 37,601,625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34,765,546 人民币普通股 34,765,546 

陈利浩 17,318,848 人民币普通股 17,318,848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 16,653,767 人民币普通股 16,653,76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8,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639,300 人民币普通股 7,639,3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

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7,124,803 人民币普通股 7,124,80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6,129,043 人民币普通股 6,129,043 

中国银行－嘉实增长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5,451,830 人民币普通股 5,451,830 

黄建元 5,122,413 人民币普通股 5,122,41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与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两者

的实际控制人均是国家电网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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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09,064,376.11  932,376,100.95  -56.13% 报告期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规模增加，能源智能化业务扩展、

能源智能化硬件采购增加、子公

司人数增加、工资奖金相应增加，

外包成本与系统集成硬件采购增

加共同影响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82,366,307.00  405,655.00  20204.52% 报告期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12,271,684.29  30,651,220.00  -59.96% 报告期部分应收票据到期，以及

将部分应收票据背书转让所致 

 应收账款        893,655,585.65  425,944,058.32  109.81% 受电力行业支付结算惯例影响，

报告期确认收入的部分款项暂未

收回所致。 

 应收股利                                      20,000,000.00  -100.00% 报告期收到华凯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分配股利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0,000,000.00  4,000,000.00  1900.00% 报告期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33,176,798.37  3,035,655.31  992.90% 报告期对北京融和晟源售电有限

公司、珠海远光软件产业有限公

司投资所致。 

 在建工程            1,640,492.58  388,100.00  322.70% 报告期智能产业园基建支出所

致。 

 开发支出          31,454,157.61  11,127,550.38  182.67% 拟资本化开发项目研发持续投

入、尚未完工结转无形资产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320,185.37  11,239,531.58  45.20% 报告期子公司税前可弥补亏损增

加所致。 

 短期借款          20,000,000.00    100.00% 报告期子公司远光共创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8,436,955.77  77,339,572.76  -37.37% 2015年计提的绩效奖金在报告期

支付所致。 

 长期应付款          66,658,099.20    100.00%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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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及第三期相应库存股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122,471.81  17,865,721.61  -32.15% 报告期内“母公司2015年度国家

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备案、

所得税税率由15%调整为10%”，

导致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本

期减少所致。 

 非流动负债合计          87,280,571.01  26,615,721.61  227.93%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

期及第三期相应库存股所致。 

 库存股        155,526,762.30  93,079,000.11  67.09%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相应库存

股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54,791,807.60  32,780,674.15  67.15% 报告期子公司远光智和卓源（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珠海高远电

能科技有限公司少数股东出资所

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2,844,859.51   -17,550,173.31  83.79% 报告期存款利息收入同比减少所

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13,942.00   30,974.16  -54.99% 金额变动较小，上年同期比较基

数很小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1,905,539.43   -2,747,368.37  169.36% 报告期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规模同比增加，以及上年同期对

联营企业投资亏损较大，共同影

响所致。 

 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65,850,437.83   109,758,054.51  -40.00% 报告期能源智能化项目硬件成

本、外包成本与系统集成硬件成

本增加、强化营销投入与研发投

入，共同影响所致。 

 营业外支出    655,800.68   408,281.67  60.62% 金额变动较小，上年同期比较基

数很小所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55,650.85   399,624.30  -61.05% 金额变动较小，上年同期比较基

数很小所致。 

 利润总额   85,292,752.46   134,893,428.10  -36.77% 报告期能源智能化项目硬件成

本、外包成本与系统集成硬件成

本增加、强化营销投入与研发投

入，共同影响所致。 

 所得税费用    -1,894,149.28   13,227,945.07  -114.32% 报告期利润减少，以及报告期内

“母公司2015年度国家规划布局

内重点软件企业备案、所得税税

率由15%调整为10%”，导致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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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应交所

得税余额变化共同影响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8,056,944.11   -880,480.54  -815.06% 报告期子公司远光共创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远光广安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等亏损增加所

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

收益总额   

 -8,056,944.11   -880,480.54  -815.06% 报告期子公司远光共创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远光广安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等亏损增加所

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0,802,839.33  7,973,507.37 35.48% 报告期收到的增值税即征即退返

还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2,559,466.42  39,707,022.97 -43.19% 报告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同比减

少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148,047,597.60  91,207,437.31 62.32% 报告期能源智能化项目硬件采购

增加、外包成本与系统集成硬件

采购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25,148,303.00  25,521,019.00 1174.04% 报告期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规模增加，其赎回相应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22,004,396.37  434,220.48 4967.56% 报告期收到华凯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分配股利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241,453.51  - 100.00% 金额变动较小，上年同期无比较

基数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347,608,729.51  26,152,401.32 1229.17% 报告期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规模同比增加，其赎回相应增加

及收到华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

配股利共同影响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513,335,013.00  149,083,403.00 244.33% 报告期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规模增加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51,396,894.62 -100.00% 上年同期购买长沙远光瑞翔科技

有限公司股权支付的现金大于其

购买日持有的现金，报告期取得

珠海远光软件产业有限公司支付

的金额小于其购买日持有的现金

（重分类至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541,253,297.67  223,729,836.11 141.92% 报告期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规模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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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40,936,832.00  12,248,894.15 1050.61% 报告期收到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款项及子公司远光智和卓源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珠海高

远电能科技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投

资款共同影响所致。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   

        28,000,000.00  12,000,000.00 133.33% 报告期收到子公司远光智和卓源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及珠海高

远电能科技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投

资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000,000.00  - 100.00% 报告期子公司远光共创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160,936,832.00  12,248,894.15 1213.89% 报告期2016年限制性股票授予，

子公司远光智和卓源（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与珠海高远电能科技

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投资款，子公

司远光共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银行贷款，共同影响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48,801,476.32  29,389,406.70 66.05% 报告期支付2014年未达标限制性

股票回购款同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2,837,788.87           -52,883,550.21  256.64% 报告期2016年限制性股票授予，

子公司远光智和卓源（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与珠海高远电能科技

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投资款，子公

司远光共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银行贷款，共同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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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6年8月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6年9月13日，公

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6年9月2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以2016年9月21日为授予日，向633名激励对象授予1578.08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7.04元/股；2016年10月1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登记的公告》，首次授予完成登记，本次登记股份上市日期为2016年

10月12日。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按新股本606,563,337股摊薄计算，2015年度每股收益为0.1999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6 年非公开发行预案 2016 年 08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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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陈利浩、黄建

元 
 

标的股权登

记过户完成

后，乙方（即

陈利浩先生、

黄建元先生）

减持远光软

件，将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即使

在 5 年内离

职，也将遵守

现行相关法

律法规对公

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变

动管理的要

求。 

2011 年 04 月

12 日 

标的股权过

户之日起 5 

年，即 2011 

年5 月 4日至

2016 年5月 3 

日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履

行了该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陈利浩、珠海

市东区荣光

科技有限公

司（现“林芝地

区荣光科技

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

争 

2006 年 08 月

04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履

行了该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陈利浩、陈小

花、黄建元、

黄笑华、简露

然、姜洪元、

柯甫灼、李美

平、林国华、

刘伟、钱强、

秦秀芬、宋萍

萍、卫建国、

其他 

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

员承诺拟在

未来 6 个月内

不减持公司

股票。 

2015 年 07 月

13 日 

2015 年 7 月

13 日至 2016

年 1 月 12 日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履

行了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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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永海、向万

红、薛婷、张

紫娟、郑佩

敏、周立 

袁志武;徐勇;

范晓霞;吴卫;

李文斌;黄苏;

刘刚;杨海生;

吕勇;盛晓兴 

 

根据协议约

定，瑞翔科技

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的

承诺净利润

（指瑞翔科

技会计报表

中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分别

不得低于人

民币 960 万

元、1,150 万

元和 1,390 万

元，若瑞翔科

技在业绩承

诺期限内当

年的实际净

利润数不低

于承诺净利

润数,则购买

的远光软件

股票依次按

照 2015 年度

30%、2016 年

度 30%、2017

年度 40%的

比例于每一

年度分别进

行解锁；若瑞

翔科技在业

绩承诺期限

内当年的实

际净利润数

低于承诺净

利润数,不得

解锁当年度

对应比例的

股票；未能解

2015 年 02 月

12 日 

2015 年 2 月

11 日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履

行了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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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的剩余部

分股票须于

瑞翔科技自

2015 年起累

计实现净利

润达到人民

币 3,500 万元

后一周内方

可解锁。若瑞

翔科技自

2015 年起累

计 5 年实现的

净利润数仍

未达到承诺

净利润数人

民币 3,500 万

元，承诺人将

用现金弥补

瑞翔科技自

2015 年起累

计实现的净

利润数与承

诺净利润数

人民币 3,500

万元之间的

差额后一周

内方可解锁。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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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0.00% 至 10.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9,698.2 至 13,335.02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2,122.7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管理和产品研发的优化效应进一步显现，第四季度将同比增长明显，

预计年度净利润同比降幅较 1-9 月将进一步收窄或净利润同比出现一定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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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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82,352,365

.00 
13,942.00 0.00 80,109,365.00 

80,000,000.

00 

1,934,368.9

4 

82,366,307.

00 
自有资金 

合计 
82,352,365

.00 
13,942.00 0.00 80,109,365.00 

80,000,000.

00 

1,934,368.9

4 

82,36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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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9 月 08 日 其他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ircs/ssgs/compa

nyIrmForSzse.do?stockcode=002063 ·远

光软件：2016 年 9 月 8 日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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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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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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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6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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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