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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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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马新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含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霞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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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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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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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696,843.03 5,005,264,188.47 1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98,982,315.56 2,947,931,711.21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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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863,967.09 23.44% 2,450,604,598.87 2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365,655.31 146.12% 167,645,841.12 5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456,080.54 87.59% 112,216,722.29 33.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80,539,912.15 170.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200.00% 0.19 5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200.00% 0.19 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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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0.95% 5.53% 1.7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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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8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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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39,197.48 

公司本报告期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主要是各

级政府对公司在技术创新、研发项目产业化、人

才引进、促进企业扩大再生产等方面给予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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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383.1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72,864.3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062,386.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255,107.25  

合计 55,429,118.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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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5,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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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36% 288,342,668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7% 26,497,7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工业

4.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4,948,558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0.53% 4,743,434 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移动互联

网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3% 3,865,800 0   

金群慧 境内自然人 0.34% 3,050,93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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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1% 2,738,830 0   

孙祯祥 境内自然人 0.28% 2,491,200 0   

武汉华科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7% 2,364,468 0   

魏其龙 境内自然人 0.21% 1,89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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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88,342,668 人民币普通股 288,342,66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6,497,700 人民币普通股 26,497,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工业

4.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4,948,558 人民币普通股 4,948,55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4,743,434 人民币普通股 4,743,43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移动互联

网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3,865,800 人民币普通股 3,865,800 

金群慧 3,050,939 人民币普通股 3,050,93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738,830 人民币普通股 2,738,830 

孙祯祥 2,491,200 人民币普通股 2,491,200 

武汉华科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364,468 人民币普通股 2,364,468 

魏其龙 1,8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9,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武汉华科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股东。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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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股东孙祯祥参与融资融券持有 2491200 股；股东魏其龙参与融资融券持有 1899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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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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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    目 期末余额 上年余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286,573,327.60     219,378,126.27    30.63%
主要是本期客户以承兑汇票支付货款的金额增加
所致。

  应收账款 1,498,672,236.92   1,117,905,311.88  34.06% 主要是大客户本期销售规模增长所致。

  预付账款 236,978,448.15     114,138,317.20    107.62%
主要是随着本期产销规模的扩大，期末暂未结算
的预付采购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520,333.29       3,455,803.82      -56.01%
主要是分期收款业务的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
收回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3,173,607.27      18,150,997.28     137.86% 主要是本期新增股权投资所致。

  长期应收款 175,076.67         944,999.68        -81.47%
主要是分期收款业务期末将于一年内到期的款项
重分类所致。

  在建工程 80,729,246.05      149,753,385.71    -46.09% 主要是项目建设完工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开发支出 18,827,745.61      9,773,334.74      92.64% 主要是本期资本化的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1,773,142.16      6,832,753.40      72.30% 主要是本期新增房屋装修支出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66,486,302.92      51,129,340.00     30.04%
主要是本期预付的工程设备款及股权投资款增加
所致。

  应付票据 636,075,309.35     426,408,831.98    49.17%
主要是用于支付货款的尚未到期解付的票据增加
所致。

  预收账款 67,301,977.45      33,983,258.74     98.04%
主要是本期收到预收款增加，期末尚未结算所致
。

  应付利息 16,917,808.22      3,733,584.21      353.13%
主要是本期计提银行借款和短期融资券利息所致
。

  其他应付款 105,393,327.26     39,146,624.76     169.23% 主要是本期资金往来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188,556,000.00     129,872,000.00    45.19% 主要是本期优化融资结构新增长期借款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90,633,071.54      65,602,429.56     38.16%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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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华工团结股权转让尾款催收情况：为了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司已向武

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已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号

为（2015）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 1016 号。2016 年 8 月 9 日武汉市中级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后法官将择日宣判。截至本报告末期，

团结高新尚欠公司股权转让余额 3293.3 万元，公司期末对该项应收款计

提坏账准备 1317.32 万元。 

2016 年 8 月 12 日 

http://www.cninfo.com.cn(巨潮资讯) 

2011-33、2011-46、2011-51、2012-42、

2013-34、2015-47 

2011 年至今定期报告重要事项章节 

公司向特定对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2016 年 8 月 3 日收到证监会出

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书》（161616 号），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 号发布《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通知书》反馈

意见回复公告。 

2016 年 9 月 1 号 

http://www.cninfo.com.cn（巨潮资讯) 

2016-09、2016-13、2016-14、2016-29、

2016-30、2016-36、2016-45、20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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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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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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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

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

本（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

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其他 830964 润农节水 1,755,738.17   235,000 0.24% 1,736,650.00 -19,088.17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购买 

其他 831265 宏源药业 6,943,973.19   752,000 0.45% 12,814,080.00 5,870,106.81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购买 

其他 831397 康泽药业 3,800,000.00   600,000 0.23% 3,960,000.00 160,00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参与

定增 

其他 832910 伊赛牛肉 1,239,194.29   119,000 0.07% 956,760.00 -282,434.29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购买 

其他 833684 联赢激光 1,121,125.72   112,800 0.09% 1,455,120.00 669,740.35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购买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  --   -- -- 

合计 14,860,031.37 0 -- 1,818,800 -- 20,922,610.00 6,398,324.7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2016 年 10 月 1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20 次会议审议通过。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无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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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复华投信 谢良武、颜毓静；东吴证券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7 

孙云翔；国海证券 李虒；华融证券 樊

泽骏、冯源；通用技术投资 蒋春婷；

昊力资管 黄波；红棉资本 陈伟雄、邹

道红、洪峰；郁金香投资 段鹏、鲁楠；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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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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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马新强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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