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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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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武丽民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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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6,220,335.76 4,576,912,416.55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210,496,612.96 2,152,227,401.89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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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17,715.32 15.89% 1,078,648,235.35 5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0,097,038.33 -35.67% 77,346,482.32 -2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911,838.48 -37.00% 113,970,747.85 8.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8,174,109.80 67.44% 134,646,763.60 154.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33.33% 0.07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33.33% 0.07 -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 -0.61% 3.52%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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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89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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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955.69 政府补贴、对企业扶持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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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19,064.98 
公司持有的安东集团股票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38,886.61  

减：所得税影响额 -496,888.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2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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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6,624,265.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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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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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松 境内自然人 14.40% 154,215,800 141,474,000 质押 123,370,000 

白明垠 境内自然人 10.95% 117,290,750 90,303,750 质押 73,600,000 

肖荣 境内自然人 9.08% 97,188,000 72,891,000 质押 72,890,000 

潘峰 境内自然人 5.00% 53,540,400 52,349,875 质押 44,560,000 

潘玉琦 境内自然人 2.82% 30,199,350 0   

泰康人寿保险有

限责任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

品-019L-CT001

深 

其他 2.10% 22,517,643 0   

付饶 境内自然人 2.00% 21,416,200 0   

泰康人寿保险有

限责任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 深 

其他 1.11% 11,854,122 0   

王毅刚 境内自然人 1.07% 11,484,000 11,484,000   

孙河生 境内自然人 0.95% 10,174,000 6,5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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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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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琦 30,199,350 人民币普通股 30,199,350 

白明垠 26,98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87,000 

肖荣 24,29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297,00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019L-CT001 深 
22,517,643 人民币普通股 22,517,643 

付饶 21,416,2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16,200 

黄松 12,741,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41,80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19L-FH002 深 
11,854,122 人民币普通股 11,854,12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225,300 人民币普通股 7,225,30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6,997,567 人民币普通股 6,997,567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375,500 人民币普通股 6,375,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黄松、白明垠、肖荣为一致行动人。股东潘峰与股东潘玉琦之间存在亲属关系。除上述

情形外，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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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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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 

1、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57.91%，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票据形式的货款增加所致；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较年初减少32.90%，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投资的安东集团股票公

允价值减少所致； 

3、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36.83%，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4、应收利息较年初增加64.42%，主要系报告期内存入的保函及信用证的保证金利息增加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32.26%，主要系报告期内进项税留抵增加所致； 

6、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62.99%，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天然气管道项目在建工程增加所致； 

7、递延所得税资产较年初增加48.96%，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允价值的变动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8、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31.79%，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9、应付票据较年初增加54.97%，主要系报告期内使用票据方式支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10、预收款项较年初增加2,182.50%，主要系报告期内海外项目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11、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75.69%，主要系报告期内股权激励股票解锁计提个人所得税所致； 

12、应付利息较年初减少68.40，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公司债券第一期利息所致； 

13、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33.35%，主要系报告期内信用证到期还款所致； 

14、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减少72.77%，主要系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导致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15、少数股东权益较年初增加51.70%，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对河南省啄木鸟地下管线检测有限公司51%股权的交割所致。 

（二）损益表项目分析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52.86%，主要系报告期内海外大项目确认收入所致；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79.32%，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规模扩大成本随之上升所致； 

3、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118.36%，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将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等从“管

理费用”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所致； 

4、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1,112.59%，主要系报告期内汇率变动造成汇兑损失，以及计提了公司债利息所致； 

5、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231.41%，主要系报告期内联营企业DMCC向公司贡献投资收益所致； 

6、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76.33%，主要系报告期内会计政策变更将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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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收益”项目所致； 

7、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147.20%，主要系报告期内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8、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527.63%，主要系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导致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分析 

1、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增长79.78%，主要系报告期内海外大项目回款所致； 

2、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增长22.22%，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长所致； 

3、投资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增长5,079.66%，主要系报告期内控股孙公司清算注销收回投资款所致； 

4、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增长36.53%，主要系报告期内投资安东集团股票以及支付收购DMCC公司第二笔款项

导致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5、筹资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下降41.39%，主要系上年同期发行公司债券所致； 

6、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下降31.07%，主要系上年同期归还大股东借款以及利润分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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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大合同进展情况 

（1）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惠华环球科技有限公司与Oil & Gas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就巴基斯坦Nashpa油田天然

气处理项目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1.48亿美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以下以人民币计算）已确认销售收

入87,000.12万元，应收账款14,621.82万元，回款73,520.75万元。 

（2）公司与Gas Processing Company就哈萨克斯坦卡让萨天然气处理厂EP项目签订《供货合同》，合同金额为3,889.5

万美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以下以人民币计算）已确认销售收入0万元，应收账款0万元，回款2,581.42万元（预收货

款）。 

（3）公司与PETRONAS Carigali Iraq Holding B.V.就伊拉克Garraf油田三期原油井间集输EPCC项目签订《工程总承包合

同》，合同金额为5,948.1万美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以下以人民币计算）已确认销售收入0万元，应收账款0万元，回

款0万元。 

2、其他重大事项查询索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完成河南省啄木鸟地下管线检测有

限公司 51%股权交割的事项 
2017 年 07 月 22 日 见巨潮资讯网公司 HBP2017-045 号公告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事项 2017 年 08 月 25 日 见巨潮资讯网公司 HBP2017-057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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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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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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30.00% 至 6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7,033.47 至 20,964.27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3,102.6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7 年公司整体经营状况良好，业绩保持稳步增长。对于 2017 年的净利

润预计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于存在项目延期的不确定性，可能

导致部分收入无法在 12 月 31 日前达到收入确认的条件。另外，公司持有

安东集团股份 106,377,410 股，股票价格的波动将对公司业绩造成一定的不

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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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96,055,226

.95 

-34,119,064.9

8 
-26,455,785.29 0.00 0.00 0.00 

69,599,441.

66 
自有资金 

其他 
5,541,400.

00 
     

5,541,400.0

0 
自有资金 

合计 
101,596,62

6.95 

-34,119,064.9

8 
-26,455,785.29 0.00 0.00 0.00 

75,140,841.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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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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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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董事长：黄 松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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