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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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姜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段会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段会禄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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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77,344,892.52

19,247,946,022.32

2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287,126,714.59

9,405,121,355.84

9.38%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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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9,766,071.74

64.66%

12,604,865,100.13

38.57%

562,185,012.64

67.40%

1,036,440,812.00

21.34%

559,292,187.42

66.91%

987,559,631.28

15.71%

404,322,169.38

-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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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68.18%

0.68

2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68.18%

0.68

2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2%

1.68%

10.50%

0.7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是 □ 否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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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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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9,514,266.46
64,537,944.5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4,407,616.97
10,540,285.35
9,828.97
48,881,180.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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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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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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45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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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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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注）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54%

389,997,351

质押

19,897,351

姜滨

境内自然人

18.18%

277,550,759

208,163,069 质押

26,600,000

姜龙

境内自然人

3.29%

50,276,000

37,707,000 质押

6,050,000

1.94%

29,579,500

境外法人

1.24%

18,924,331

其他

1.15%

17,502,343

国有法人

1.03%

15,786,900

其他

0.96%

14,652,793

其他

0.96%

14,618,046

东信托－歌尔声学"家园 2 号"员工 其他

0.85%

13,021,748

华泰证券资管－浦发银行－华泰－
歌尔"家园 1 号"员工持股计划集合 其他
资产管理计划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淡水泉精选 1 期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精英
之淡水泉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淡水泉成长基金 1 期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山
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注）

数量

389,997,351 人民币普通股

389,997,351

69,387,690 人民币普通股

69,387,690

29,57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79,50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8,924,331 人民币普通股

18,924,331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淡水泉精选 1 期

17,502,343 人民币普通股

17,502,34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78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86,900

姜滨
华泰证券资管－浦发银行－华泰－歌尔"家园 1 号"员工持
股计划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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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精英之淡水泉

14,652,793 人民币普通股

14,652,793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淡水泉成长基金 1 期

14,618,046 人民币普通股

14,618,046

13,021,748 人民币普通股

13,021,748

12,56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69,000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信托－歌尔声学"家
园 2 号"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姜龙

姜滨、姜龙为兄弟关系；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为姜滨、姜龙控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制的公司。
公司股东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319,997,351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0,000,000 股，合计持有 389,997,351 股。
注： 控股股东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歌尔集团有限公司”，详情请参考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2 日发布的《关于
控股股东变更公司名称、注册资本的公告》。
截止 2016 年 9 月 30 日，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前 10 名持有人情况
可转债总数（张）

24,947,840

报告期末可转债持有人总数（户）
序号

1,380
债券持有人名称

期末持有债券数量

持有比例

（张）

(%)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315,619

9.28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6,953

4.84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加银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30,470

3.73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52,166

2.61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47,531

2.60

6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3,360

2.10

7

全国社保基金二零五组合

480,438

1.93

8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77,806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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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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期末数为287,854.64万元，比期初数减少34.26%，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固定
资产投资增加，期末货币资金余额减少。
应收账款期末数为608,123.86万元，比期初数增长62.37%，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加，处在正常
结算期内的应收账款增加。
预付款项期末数为11,748.50万元，比期初数增长32.35%，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采用预付款方式购置的原材
料在报告期尚未验收入库，预付款金额增加。
存货期末数为326,376.28万元，比期初数增长52.02%，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扩大，营业收入增长，
垂直整合能力增强，报告期末存货储备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为26,029.55万元，比期初增长137.25%，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扩大，采购金
额增加，报告期末增值税进项税留抵金额增加。
在建工程期末数为191,425.11万元，比期初数增长140.25%，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处于战略转型期，经营规
模扩大，基建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开发支出期末数为18,491.35万元，比期初数增长30.4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为满足战略转型的需求，公司加
大研发投入，本期自主研发电声器件、电子配件产品的专利及非专利技术增加，期末在研项目增加。本报告期研发投入
77,125.99万元，占营业收入6.12%。
长期待摊费用期末数为3,886.17万元，比期初数减少50.28%，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长期待摊费用项目较少，
公司正常摊销，报告期末长期待摊费用余额减少。
短期借款期末数为474,259.08万元，比期初数增长108.29%，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流动性资
金需要增加，报告期末短期借款金额增加。
应付票据期末数为17,540.12万元，比期初数增长87.95%，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公司采用“商
业票据”方式支付到期应付账款金额增加。
应付账款期末数为447,137.43万元，比期初数增长74.57%，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原材料、
设备采购金额增加，报告期末未到期的应付货款金额增加。
预收账款期末数为5,577.82万元，比期初数增长33.4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规模扩大，采用“预收
款”方式销售金额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为21,489.24万元，比期初数减少32.5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发放职工2015年度奖金。
应付利息期末数为2,938.62万元，比期初数增长139.09%，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可转债计提的利息金额增加。
长期借款期末数为32,378.74万元，比期初数减少79.63%，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调整资金结构，偿还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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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借款。
（2）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本报告期发生数为1,260,486.51万元，比上期发生数增长38.57%，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营业规模
扩大，销售订单增加。其中电声器件实现收入682,261.21万元， 比上期增长11.13%，电子配件实现收入542,410.63万元，
比上期增长96.70%。
营业成本本报告期发生数为980,028.49万元，比上期发生数增长44.79%，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营业规模扩
大，营业成本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报告期发生数为5,994.40万元，比上期发生数增长45.13%，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营业规
模扩大，公司增值税免抵税额增加，相应计提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
销售费用本报告期发生数为26,901.25 万元，比上期发生数增长52.82%，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售规模扩大，
职工薪酬、差旅费用、运输费用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本报告期发生数为4,690.95万元，比上期发生数增长4,407.14万元，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销
售规模扩大，期末应收账款、存货增加，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本报告期发生数为195.00万元，比上期发生数增长479.84%，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按权益法核算的
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本报告期发生数为6,993.98万元，比上期发生数增长484.39%，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0,432.22万元，同比减少49.8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销
售规模扩大，营业成本增加，“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和“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净流出为282,029.90万元，同比增长93.33%，其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内，
公司根据实际生产经营情况适度投资，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6,748.12万元，同比增加97,612.64万元，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
司营业规模扩大，所需营运资金增加，借款规模扩大，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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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0月11日，公司启动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3,000万份，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2,753.30万份，
预留股份期权246.70万份。2013年12月30日为首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激励对象在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的48个月内分四期行
权。其中首次授予2,716.30万份于2014年1月8日完成登记手续，预留246.70万份于2015年1月31日完成登记手续。
2014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进入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523.46万份，行权价格41.07元，采取自主
行权模式。2015年12月30日，鉴于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届满，公司对未行权期权523.46万份进行注销。2016年1月8
日，上述已授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已经注销完毕。
2015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进入第二个行权期，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进入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分别为
507.06万份和42.94万份。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行权价格分别调整为40.97元和25.82元。截止2016年9月30日，预
留授予期权激励对象共行权10.66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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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参考2013年11月28日公告的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修订说明、2014年12月31日公告的《关于
调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公告》、《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2015
年1月31日公告的《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2015年2月13日公告的《关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的公告》、2015年6月20日公告的《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2015年12月
31日公告的《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的公告》、《关于股权激励期权符合行权条件的公告》、《关于拟注销
股权激励授予期权的公告》、2016年1月8日公告的《关于股权激励授予期权注销完成公告》、2016年1月19日公告的《关于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和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的公告》以及2016年8月17日公告的《关于
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2015年4月23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家园1号”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实施公司第一期“家园1号”员工持股计划。2015年6月23日，“家园1号”员工持
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购买股份29,579,500股，购买均价33.30元/股。2015年8月19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家园2号”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截止2015年9月23日，
公司“家园2号”员工持股计划已经通过二级市场买入方式完成股票购买，购买股份13,021,748股，购买均价为23.035元/
股。“家园1号”、“家园2号”员工持股计划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2,601,24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9%。详细进度安排请
参考公告于2015年4月24日和2015年8月20日的《家园1号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家园2号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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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改承诺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不适用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不适用
（1）限售承诺

姜滨、姜龙承诺在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公司股份将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同时若其今后不在公司任职，
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目前，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所

持有公司 5%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以上股份的
股东潍坊歌
尔集团有限
公司、姜滨、
姜龙承诺

限售承诺
以及同业
竞争承诺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与歌尔股份主营业务构成
竞争的业务。未来，为了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与歌 2007 年 10
尔股份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本公司（本人）承 月 08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诺如下：
1）本公司（本人）将不从事与歌尔股份相同或相
近的业务，以避免对歌尔股份的生产经营构成直接
或间接的竞争；保证将努力促使本公司的其他控股
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歌尔股份的
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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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本人）及除歌尔股份以外本公司（本
人）的其他控股企业与歌尔股份之间存在有竞争性
同类业务，由此在市场份额、商业机会及资源配置
等方面可能对歌尔股份带来不公平的影响时，本公
司（本人）及其除歌尔股份以外本公司（本人）的
其他控股企业自愿放弃与歌尔股份的业务竞争。
3）本公司（本人）承诺给予歌尔股份对任何拟出
售的资产和业务优先购买的权利，并将尽最大努力
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是经公平合理的及与独立第
三者进行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确定的。
4）本公司（本人）将不被限制从事或继续从事现
有的生产业务，特别是为歌尔股份提供其经营所需
相关材料和服务业。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本公司
（本人）承诺，赔偿歌尔股份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
任何条款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股权激励承
诺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不适用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

不适用

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
划
2015 年 7 月 9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姜滨先生为首的公司高层管理团队，基于坚定看好中国经济、
看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长期坚定信心、对公司目前股价的合理判断，树立良好的市场形
象，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积极响应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的精神要求，公司实
际控制人姜滨先生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起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其他承诺

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3.14 亿元，所需资金由自筹取得，并承诺在
增持计划实施后 6 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增持公司股份 372,465,400.54 元，上述增持承诺已完成。2016 年 6 月 30 日，不减持承诺已履行
完毕。
2016 年 9 月 22 日，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姜滨先生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受
让“鹏华资产歌尔增持 1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公司股份 8,950,25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9%，成交价
格为 29.80 元/股，成交金额为 26,671.77 万元。并承诺在本次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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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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5%

至

35%

143,881.34

至

168,904.18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25,114.21
公司销售规模稳定增长，电声器件升级、虚拟现实产品、可穿戴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产品等贡献增加，公司盈利状况改善。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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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08 月 18 日

接待方式
电话沟通

接待对象类型
机构及个人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巨潮资讯网，2016 年 8 月 18 日，投资者活动关系记录表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姜滨
二○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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