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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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戴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高立宁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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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5,283,355.50 3,732,686,723.21 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559,687,432.64 3,459,242,456.37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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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702,532.32 22.85% 452,052,952.79 5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5,613,483.79 24.28% 76,077,790.29 1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3,841,396.63 22.56% 67,899,608.02 9.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07,133,045.91 14.18% -242,728,730.04 -30.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0% 0.07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0% 0.07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3% 0.03% 2.11%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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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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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3,832.9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00,276.0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199,900.81  

减：所得税影响额 890,496.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2,197.23  

合计 8,178,18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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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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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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37% 290,773,335 0   

北京弘达伟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6% 58,032,000 58,032,000 质押 57,492,000 

刘升 境内自然人 2.37% 26,147,692 26,147,692   

刘峰 境内自然人 2.06% 22,688,407 22,688,407 质押 15,680,000 

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4% 22,530,691 0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德丰杰

新龙脉定鑫 65 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2% 18,965,517 0   

毛二可 境内自然人 1.51% 16,695,242 16,695,242   

孟立坤 境内自然人 1.36% 15,005,442 15,005,442 质押 15,005,442 

龙腾 境内自然人 1.28% 14,081,682 14,081,682 质押 7,280,000 

曾涛 境内自然人 1.01% 11,130,159 11,130,159 质押 3,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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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90,773,335 人民币普通股 290,773,335 

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2,530,691 人民币普通股 22,530,691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德丰杰新龙脉定鑫 65号分 18,965,517 人民币普通股 18,96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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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资产管理计划 

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10,665,344 人民币普通股 10,665,34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10,210,860 人民币普通股 10,210,86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长安投资

96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552,052 人民币普通股 7,552,052 

申万菱信基金－光大银行－陕西省国际信托－陕国

投·兴荣 3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241,379 人民币普通股 7,241,379 

深圳福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6,137,931 人民币普通股 6,137,931 

#杨一新 5,734,400 人民币普通股 5,734,400 

张道娥 4,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孵化

器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间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股东杨一新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5,501,4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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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中有较大变动情况的项目及原因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88,324,648.02   286,517,998.57  -69.17% 

主要用于支付军工产业基金北京国杰乾盛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3,000.00万元，子公司理工雷科收购博海创

业股权款12,790.00万元，业务拓展支付货款所致。 

应收票据  50,071,819.84    38,351,229.30  30.56% 主要是子公司理工雷科收到客户大额商业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 710,801,484.21  446,675,381.99  59.13% 
主要为收入增长及本期将博海创业纳入合并范围，而去年

同期不在合并范围内所致。 

预付款项  93,565,280.37   31,928,983.59  193.04% 主要是本期支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       1,170,111.78  -100.00% 主要系理财产品已到期结算所致。 

存    货  397,758,337.93   217,218,083.03  83.11% 主要是业务增长及本期将博海创业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450,358.17   207,285,588.74  -96.89% 主要系赎回约20,000.00万元理财产品所致。 

可供出售的金融

资产 
  50,000,000.00    20,000,000.00  150.00% 主要系理工雷科等共同创立军工基金认缴款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   13,916,710.50     9,601,085.86  44.95% 
主要是本期将博海创业开发支出410.00万元纳入合并范

围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0,488,940.61     6,627,400.47  58.27% 主要是雷科防务北京分公司装修款。 

短期借款   53,717,591.25     1,100,000.00  4783.42% 全部为子公司理工雷科使用银行授信补充流动资金所致。 

应付票据   25,594,109.35     7,439,753.42  244.02% 主要是增加使用票据结算部分货款。 

应付账款  209,009,934.65   102,210,795.94  104.49% 主要是业务增长及本期将博海创业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预收款项   48,014,015.08    12,593,336.74  281.27% 
主要是业务开展客户支付启动费及本期将博海创业纳入

合并范围，而去年同期不在合并范围内所致。 

应交税费    8,376,870.75    38,438,349.82  -78.21% 
主要是子公司理工雷科在本期缴纳上年度流转税以及子

公司奇维科技在本期缴纳上年度所得税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406,031.15     1,512,296.31  59.10% 主要是本期将博海创业106.00万元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二）利润表中有较大变动情况的项目及原因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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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

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52,052,952.79   295,911,912.31  52.77% 

主要是业务增长及本期将子公司奇维科技、博海创业纳入合并

范围，而去年同期奇维科技未全部合并、博海创业不在合并范

围内所致。 

营业成本  224,541,037.16   138,670,859.54  61.92% 

主要是业务增长及本期将子公司奇维科技、博海创业纳入合并

范围，而去年同期奇维科技未全部合并、博海创业不在合并范

围内所致。 

税金及附加    2,613,227.22     1,232,790.20  111.98% 
主要受所得税汇算清缴、业务增长及子公司奇维科技纳入合并

范围所致。 

销售费用   14,843,640.40     8,208,557.64  80.83% 

主要是业务增长及本期将子公司奇维科技、博海创业纳入合并

范围，而去年同期奇维科技未全部合并、博海创业不在合并范

围内所致。 

管理费用  115,365,247.32    63,480,412.31  81.73% 

主要是本期将子公司奇维科技、博海创业纳入合并范围，而去

年同期奇维科技未全部合并、博海创业不在合并范围内以及子

公司雷达技术研究院本期研发项目全面投入，而去年同期业务

刚刚开展。 

营业外收入    6,053,332.26     3,015,386.71  100.75% 
主要是本期收到即征即退税款157.94万元，奇维科技收到高新技

术基本建设100.00万元所致，博海创业收到政府拨款60.00万元。 

                                                                                                                                                                                                                                        

（三）现金流量表中有较大变动情况的项目及原因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2,728,730.04    -186,079,266.39  -30.44% 

主要是业务增长及本期将子公司奇维科技、博海创业纳入

合并范围，而去年同期奇维科技未全部合并、博海创业不

在合并范围内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3,175,998.89  -1,017,748,476.42  95.76% 

主要是本期有母公司购买和赎回理财产品，而去年同期只

有支付收购成都爱科特70%股权全额转让款及母公司购买

理财产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6,556,584.98    645,183,193.57  86.58% 

主要是上期有偿还借款，子公司理工雷科使用银行授信补

充流动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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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西安青石集成微系统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苏州博海创业微系统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工雷科”）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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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勇先生、汪杰先生签订了《购买资产协议》，理工雷科以人民币现金 12,790 万元收购黄勇先生及汪杰先

生合计持有的西安青石集成微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青石”）100%股权、黄勇先生持有的苏州博海

创业微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海创业”）18.16%股权。鉴于西安青石除持有博海创业股权外无具体业

务，上述西安青石 100%股权主要为西安青石持有的博海创业 33%股权。2017 年 8 月西安青石、博海创业

分别完成相关股权转让的工商过户手续，西安青石 100%股权以及博海创业 18.16%的股权分别过户至理工

雷科名下。本次收购完成后，理工雷科直接及间接持有博海创业 51.16%的股权。 

2、2017 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公司最终向 383 名

激励对象授予 946.4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17 年 6 月 5 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7 年 7 月 18

日，授予价格为 6.04 元/股。 

3、公司注册资本变更 

鉴于公司实施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109317.9134 万元变更为 110264.3134

万元，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8 日召开了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的议案》、《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并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完成了注册资本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领取了

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4、第一大股东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发集团”）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与贵州外滩

安防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外滩安防”）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常发集团以协议转让方式将

其持有的雷科防务 10,0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9.07%）转让给贵州外滩安防。截止本公

告日，上述股份尚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5、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韩周安先生拟减持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韩周安先生《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韩周安先生

拟计划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不超过

2,270,790 股股份，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2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韩周安先生尚未减持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西安青石集成微系统有限公司 100%股权

及苏州博海创业微系统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2017 年 08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 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 2017 年 07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注册资本变更 2017 年 09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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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股东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2017 年 09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韩周安先生拟减持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 2017 年 09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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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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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周安 
股份限售

承诺 

1、本人以存放于共管账户的资金购

买的雷科防务全部股份的数量，自

全部股份购买完成后全部锁定，并

按照 2016-2018 年业绩完成情况予

以解锁，每年解除锁定股票数量为

所购股票总股数的三分之一。2、解

除锁定的条件如下：（1）、业绩承诺

期内任一财务年度爱科特的经营累

计业绩（即：以前各年累加业绩）

达到业绩承诺要求，则本人购买的

雷科防务股票在该年度审计报告或

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 5 个工作日

内将该年度及之前年度应解锁的股

票解除锁定。（2）、业绩承诺期的财

务年度的业绩未达到业绩承诺的，

且加上之前年度超出部分仍未达到

业绩承诺的，则该年的锁定股票不

予解锁。（3）、如果根据 2018 年审

计结果，三年累计净利润低于 12,800

万元，则 2018 年剩余股票解锁后，

本人应向成都爱科特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按照 46,000 万元÷12,800 万元×

（12,800 万元-3 年实际累计完成净

利润）公式计算出的数额用现金予

以补偿。补偿时间为 2018 年审计报

告或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 20 个工

作日内。 

2016 年

02 月 16

日 

3 年 履行中 

黄勇、汪杰 
股份限售

承诺 

本人以交易价款购买的雷科防务全

部股份的数量，自全部股份购买完

成后全部锁定，并按照 2017-2019

年博海创业业绩完成情况予以解

锁，每年解除锁定股票数量为所购

2017 年

08 月 18

日 

3 年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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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总股数的三分之一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刘峰;毛二可;

孟立坤;龙腾;

曾涛;曾大治;

张军;高立宁;

胡善清;赵保

军;刘伟;李阳;

任丽香;姚迪;

胡程;金烨;陈

亮;丁泽刚;唐

林波;刘海波;

陈禾;赵保国;

周辉;冷力强;

李健;战莹;杨

静;张磊;张静;

谢宜壮；杨小

鹏;孙京平;王

长杰;杨柱;王

兵;罗伟慧;郭

红珠;刘泉华;

李枫;北京弘

达伟业投资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北京

雷科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

合伙）;北京科

雷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

伙）;北京雷科

众投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

合伙） 

股份限售

承诺 

1、自本次定向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本人将不转让本公司因

雷科防务本次定向发行而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2、自本次定向发行结

束之日起，由于雷科防务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使得本人增持的上

市公司股份，本公司承诺亦遵守上

述约定。 

2015 年

06 月 26

日 

3 年 履行中 

毛二可;刘峰;

孟立坤;龙腾;

曾涛;曾大治;

张军;高立宁;

胡善清;赵保

军;刘伟;李阳;

任丽香;姚迪;

胡程;金烨;陈

亮;丁泽刚;唐

林波;刘海波;

陈禾;赵保国;

业绩承诺

及补偿安

排 

理工雷科在 2015 年度、2016 年度、

2017 年度三个会计年度的业绩承诺

期内各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6,193.16 万元、

7,795.55 万元和 9,634.42 万元，累计

承诺净利润为 23,623.13 万元。业绩

补偿的原则为三年业绩承诺期累积

补偿。即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如目

标公司在三年业绩承诺期内经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的累积实际净利润低于累积预测

2015 年

01 月 05

日 

3 年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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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辉;冷力强;

李健;战莹;杨

静;张磊;张静;

谢宜壮；杨小

鹏;孙京平;王

长杰;杨柱;王

兵;罗伟慧;郭

红珠;刘全华;

李枫 

净利润的，业绩承诺人一次性就三

年累积实际净利润未达到三年累积

预测净利润的部分所对应的股份数

对雷科防务进行补偿。 

江苏常发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黄小平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

控制或影响的企业（除雷科防务外）

将尽量避免和减少与雷科防务及其

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

雷科防务及其控股子公司能够通过

市场与独立第三方之间发生的交

易，将由雷科防务及其控股子公司

与独立第三方进行。1、本公司（本

人）控制或影响的企业（除雷科防

务外）将严格避免向雷科防务及其

控股子公司拆借、占用雷科防务及

其控股子公司资金或采取由雷科防

务及其控股子公司代垫款、代偿债

务等方式侵占上市公司资金。2、对

于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

控制或影响的企业（除雷科防务外）

与雷科防务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无

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

联交易，均将严格遵守市场原则，

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原

则，公平合理地进行。本公司（本

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或影响

的企业（除雷科防务外）与雷科防

务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

易，将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

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雷科防务公司章程等公司

治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

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3、本公司（本人）在雷科防务

权力机构审议涉及本公司（本人）

及本公司（本人）控制或影响的企

业的关联交易事项时主动将依法履

行回避义务，且交易须在有权机构

2015 年

10 月 09

日 

长期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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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4、本公司（本

人）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取得任何

不正当的利益或使雷科防务及其控

股子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如果因违反上述承诺导致雷科防务

或其控股子公司损失的，雷科防务

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损失由本公司

（本人）承担赔偿责任。 

江苏常发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黄小平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1、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直接或

间接的方式从事与雷科防务及其控

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亦不会在中国境内通过投资、

收购、联营、兼并、受托经营等方

式从事与雷科防务及其控股子公司

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2、如

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从任何第三方

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雷科防务及

其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

能存在竞争，则本公司（本人）及

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立即通知雷科防务及其控股子公

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渡于雷

科防务及其控股子公司。3、本方若

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

给雷科防务及其相关方造成损失

的，本方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该等

损失。 

2015 年

10 月 09

日 

长期 履行中 

刘升 
股份限售

承诺 

1、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

的雷科防务全部股份的数量，自股

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在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业绩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前，以持

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

防务全部股份的数量不得转让；2、

若奇维科技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累计承诺

净利润，或者奇维科技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累

计承诺净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

补偿义务，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

购而取得的雷科防务股份扣除应补

偿股份（若有）的剩余股份数量的

2016 年

08 月 04

日 

4 年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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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后可以解禁；3、若奇维科技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累计

实际净利润不低于累计承诺净利

润，或者奇维科技 2016 年、2017 年、

2018 年、2019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低

于累计承诺净利润，但已履行完毕

业绩补偿义务，以持有奇维科技股

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防务剩余股

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四十八个月

后可以解禁。 

乔华;罗军;刘

晓东;杨哲;喻

淑姝;王友群;

孟庆飚;周丽

娟;崔建杰;杨

丰波;何健;李

喜军;王勇;程

亚龙;刘向;许

翰杰;刘亚军;

王丽刚;张玉

东;高翔;刘金

莲;刘宁;乔艳;

王文宇;廉小

虎;乔花妮;侯

红艳;谭旭升;

李一凡 

股份限售

承诺 

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

雷科防务全部股份的数量，自股份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在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业绩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前，以持

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

防务全部股份的数量不得转让。 

2016 年

08 月 04

日 

3 年 履行中 

刘升;乔华;罗

军;刘晓东;杨

哲;孟庆飚;周

丽娟;崔建杰;

王勇;杨丰波;

何健;程亚龙;

刘向;许翰杰;

刘亚军;王丽

刚;张玉东;高

翔;刘金莲;刘

宁;乔艳;王文

宇;廉小虎;乔

花妮;侯红艳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1、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

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与雷

科防务、奇维科技及雷科防务其他

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

业务，亦不会在中国境内通过投资、

收购、联营、兼并、受托经营等方

式从事与雷科防务、奇维科技及雷

科防务其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2、如本人及本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未来从任何第三方

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雷科防务、

奇维科技及雷科防务其他控股子公

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存在竞

争，则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将立即通知雷科防务、奇维科技及

雷科防务其他控股子公司，并尽力

将该商业机会让渡于雷科防务、奇

2016 年

02 月 04

日 

长期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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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科技及雷科防务其他控股子公

司。3、本人若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

行上述承诺，给雷科防务及其相关

方造成损失的，本人以现金方式全

额承担该等损失。 

天弘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财通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福

星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宝

盈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创

金合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 

股份限售

承诺 

本次认购的雷科防务股票自上市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6 年

08 月 04

日 

1 年 履行完毕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江苏常发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公司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

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雷科防

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

雷科防务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

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

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

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2）本

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如出售与

雷科防务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资

产、业务或权益，雷科防务均享有

优先购买权；本公司保证在出售或

转让有关资产或业务时给予雷科防

务的条件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

企业向任何独立第三人提供的条件

相当；（3）本公司签署本承诺书的

行为已取得本公司权力机关的同

意，亦已取得本公司控制的企业的

权力机关的同意，因而本公司签署

本承诺书的行为代表本公司和本公

司控制的企业的真实意思；（4）本

承诺书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

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

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

承诺的有效性；本公司愿意承担因

违反上述承诺而给雷科防务造成的

2008 年

07 月 25

日 

长期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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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经济损失。本公司在不再持有

股份公司 5%及以上股份前，本承诺

为有效之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

诺 

江苏雷科防

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分红承诺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每年以现

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

的可供分配利润 10%，且任意三个

连续会计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2012 年

08 月 01

日 

长期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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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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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至 5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11584.41 至 15,796.92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531.2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稳步发展。奇维科技于 2016 年 7 月纳入公司合并范

围，同时苏州博海于 2017 年 8 月纳入合并范围，对公司业绩有所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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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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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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7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2017 年 7 月 18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09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2017 年 9 月 6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戴斌 

                                              2017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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