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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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永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旭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肖崔

英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资产重组不确定性风险：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1 日披露了公司与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以及未来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未来重组的资产范围、重组形式和具体方式

尚未确定；届时能否取得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相应意见，标的资产（未

经审计）未来经审计后的财务数据所表明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能否顺利通过有关决议审议程序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均存在不确定性。 

非公开发行股票不确定性风险：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4 日披露了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项已经中国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目前尚未取得批文。公司取得批文后，受发行

条件（价格）影响，存在不能成功发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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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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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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1,898,290.52 2,160,390,308.56 -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59,161,593.26 873,197,765.03 -13.06%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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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13,316.17 7.48% 120,759,718.73 -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311,972.15 -6.53% -115,698,723.88 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1,542,345.38 -6.37% -119,385,862.41 3.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23,276,427.52 -36.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4.76% -0.38 2.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4.76% -0.38 2.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7% -1.22% -14.19%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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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7,498.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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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000.00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8,937.81 -- 

减：所得税影响额 0.00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8,422.32 -- 

合计 3,687,138.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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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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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46% 50,624,000 50,000,000 质押 50,000,000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40% 38,130,586 0   

汤世贤 境内自然人 4.71% 14,497,363 14,400,000 
质押 7,400,000 

冻结 7,000,000 

李壮 境内自然人 0.86% 2,659,208 0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其他 0.53% 1,616,900 0   

杨友为 境内自然人 0.49% 1,494,400 0   

李明辉 境内自然人 0.44% 1,343,200 0   

朱维东 境内自然人 0.33% 999,900 0   

周金香 境内自然人 0.31% 959,400 0   

高峰 境内自然人 0.30% 9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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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130,586 人民币普通股 38,130,586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1,61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6,900 

杨友为 1,49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4,400 

李明辉 1,343,2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3,200 

朱维东 9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999,900 

周金香 959,400 人民币普通股 959,400 

高峰 929,000 人民币普通股 929,000 

陈鑫 920,192 人民币普通股 920,192 

朱建春 785,500 人民币普通股 785,500 

肖美华 780,200 人民币普通股 78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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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未知相互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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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0,630,598.21 15,981,539.26 -33.48% 
报告期内运输费及安调差旅费减少影

响。 

所得税费用 12,825.05 -7,592,591.72 -100.17% 报告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费用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3,276,427.52 -36,464,146.24 -36.17% 

报告期内机床行业低迷，产品销售回

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017,709.40 151,762,863.61 -107.92% 

去年同期收到处置子公司股权转让款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126,398.32 -128,668,345.07 -111.76% 

报告期内向关联公司威海华东重型装

备有限公司借款增加及中安融金（深

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借款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20,158,953.95 -13,359,972.20 50.89% 

去年同期收到处置子公司股权转让款

较多所致。 

应收票据 740,000.00 6,610,155.00 -88.81% 
报告期内销售业务票据结算量减少所

致。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0.00 1,358,005.83 -100.00% 

上年处置位于上海房产未完成过户手

续，将该资产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报告期内已办理过户手续。 

应付票据 7,740,000.00 14,000,000.00 -44.71% 
报告期内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减少所

致。 

应交税费 3,061,046.03 279,079.52 996.84% 
报告期采购规模下降致使进项税额减

少，流转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293,212,075.51 210,521,721.64 39.28% 

报告期内向关联公司威海华东重型装

备有限公司借款增加及中安融金（深

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借款影响。 

长期借款 -- 6,725,000.00 -100.00% 
报告期将其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营业税金及附加 1,073,202.09 303,291.96 253.85% 报告期因流转税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2,114,050.58 64,895,849.83 -35.11% 

去年同期将账龄较长预付款项计提坏

账准备及账龄结构发生变化导致坏账

准备计提增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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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 0.00 299,471.91 -100.00% 
去年同期转让甘肃华东电源有限公司

股权产生的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4,280,257.55 1,184,473.95 261.36% 
报告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较多影

响。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98,733,550.11 152,895,027.85 -35.42% 

报告期内国内外机床行业低迷，大型

机床市场需求不足，产品销售回款减

少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114,354.14 2,812,191.73 -95.93% 
报告期内收到的出口退税款减少所

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7,560,651.27 17,017,995.89 -55.57% 

去年同期收到的补贴收入及海关退回

保证金较多影响。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49,566,722.45 111,351,559.90 -55.49% 

报告期内因大型机床市场需求不足，

降低采购规模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2,793,800.00 0.00 -- 报告期内处置房产收到现金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0.00 152,375,207.59 -100.00% 

去年同期收到处置威海华东重型装备

有限公司、甘肃华东电源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款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净额 

14,811,509.40 612,343.98 2318.82% 
报告期内支付以前的工程余款较多所

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236,700.00 0.00 -- 报告期内收购上海原创股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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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

查询索引 

湖北鄂重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起诉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已于 8 月底受理本公司提出的再审申请，目前尚未开庭。 
2016 年 04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2015

年年度报告》 

公司向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柳州正菱鹿

寨水泥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2016 年 04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2015

年年度报告》 

江苏江海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起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2016 年 04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融资租赁协议争议案。西门子财务租赁有限

公司因承租人四川德阳辉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福建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万欣水利水电设备有限公司、福建万欣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未按期支付租

金为由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回购机床设备，

总价款 5,329,788 元，并赔偿截止 2016 年 5 月 31 日的利息收入共计 459,1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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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律师费。该案目前尚未开庭。 

公司 2015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2016

年 3 月 2 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材料，2016 年 8 月

3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获中国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目前尚未取得正

式核准文件。 

2016 年 08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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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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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汤世贤、高鹤

鸣、李壮、刘传

金、山东省高新

技术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避免同

业竞争

承诺 

本人或本公司目前未开展数控机床、数控机床关

键功能部件（数控系统、编码器、高速精密机床

主轴、刀库等）及普通机床业务，将来也不以任

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

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接

或间接参与任何与华东数控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 

2008 年 06

月 12 日 
长期 

严格 

履行 

汤世贤、高鹤

鸣、李壮、刘传

金 

避免同

业竞争

承诺 

为避免本次发行而产生的华东数控与高金科技之

间的同业竞争，汤世贤、高鹤鸣、李壮、刘传金

作为华东数控原一致行动人及控股股东，特此承

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2014 年 3 月 4 日）起

36 个月内，无条件的配合高金科技将其所持有或

有权处置的机床制造业务相关股权/资产以认购华

东数控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或高金科技与华东

数控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出售给华东数控。控股

股东及其提名、委派的华东数控董事，将在华东

数控的有关上述事宜的董事会、股东大会议案审

议过程中作同意表决（该等议案的内容违反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除外）。 

2013 年 02

月 19 日 
36 个月 

严格 

履行 

大连高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股份限

售承诺 

1、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新股上市之日（2014 年 3

月 4 日）起 36 个月不转让。2、为避免本次发行

而产生的华东数控与高金科技之间的同业竞争，

特此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2014 年 3 月 4

日）起 36 个月内，将所持有或有权处置的机床制

造业务相关股权/资产以认购华东数控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方式或高金科技与华东数控一致认可的其

他方式出售给华东数控。 

2013 年 02

月 19 日 
36 个月 

严格 

履行 

大连高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承

诺 
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2016 年 04

月 19 日 
- 

严格 

履行 

公司董事刘永

强、刘伯哲、王

其他承

诺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

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2、

2016 年 04

月 19 日 
- 

严格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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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吕书国、陈

家会、白预弘、

刘玉平、刘庆

林、宋希亮；高

管邱玉良、孙吉

庆、刘旭辉、汤

旭炜、王海波、

毛维顺、张广文 

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

约束；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

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4、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

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

行情况相挂钩；5、若公司后续推出股权激励政策，

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

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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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亏损 

2016 年度净利润（万元） -15,000 至 -20,0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1,175.3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公司所处行业仍面临较大压力，下游市场需求不足，数控大型机

床产品订单持续下滑，市场竞争压力持续加大。 

2、消化库存和需求下降导致产量（尤其数控大型机床产品）下降导

致产品成本大幅上升，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 

3、应收账款账龄增长，导致坏账准备的增加，以及存货等资产，随

着库龄的增长，开工率不足，存在很大程度的减值损失； 

4、各项措施、制度的实施不足以扭转行业下行的影响；股东资源的

利用和整合、协作尚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效不能立即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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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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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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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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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刘永强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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