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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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光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程贵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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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0,996,855.80 4,297,233,148.04 2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29,822,780.57 1,479,516,632.60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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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105,811.24 -31.81% 1,455,773,389.92 3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96,327.47 94.94% 50,177,721.45 -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387,079.11 82.23% 42,377,549.46 -7.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99,770,370.20 0.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8 94.87% 0.0663 -4.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8 94.87% 0.0663 -4.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4% 0.86% 3.33%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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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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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4,078.0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2,081.7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99,850.0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6,137.70  

合计 7,800,171.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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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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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软件产品销售增值税实际税

负超过 3%部分增值税即征

即退 

19,751,129.72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享受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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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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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讯方舟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46% 225,695,802 566,250 质押 225,695,800 

中国恒天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94% 114,483,017    

吴光胜 境内自然人 1.24% 9,473,248 3,937,835   

高雅萍 境内自然人 1.04% 7,990,821    

季爱琴 境内自然人 0.80% 6,127,400    

蒋仕波 境内自然人 0.76% 5,810,000    

金宏 境内自然人 0.66% 5,023,803    

覃睿琪 境内自然人 0.54% 4,150,000    

广发期货有限公

司-广发期慧 1 期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2% 3,981,415    

徐洪燕 境内自然人 0.35% 2,71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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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 225,129,552 人民币普通股 225,129,552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114,483,017 人民币普通股 114,483,017 

高雅萍 7,990,821 人民币普通股 7,990,821 

季爱琴 6,127,400 人民币普通股 6,127,400 

蒋仕波 5,8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810,000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吴光胜 5,535,413 人民币普通股 5,535,413 

金宏 5,023,803 人民币普通股 5,023,803 

覃睿琪 4,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50,000 

广发期货有限公司-广发期慧 1 期

资产管理计划 
3,981,415 人民币普通股 3,981,415 

徐洪燕 2,717,200 人民币普通股 2,717,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吴光胜先生，上述两名股

东存在关联关系，也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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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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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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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变化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859,328,632.73 641,350,225.16 33.99% 主要系本报告期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大幅

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1,535,892,309.19 1,105,194,464.85 38.97% 其中:应收票据增长852.24%，主要系子公司南

京华讯本报告期收到客户大额应收票据期末

尚未到期所致；应收账款增长24.76%，主要

系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大幅增长，部分应收账款

期末未到收款期，导致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增

加。 

其他应收款 39,233,720.50 26,701,250.66 46.94%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南京华讯的信用证保证金

为3年定期一次结息，导致计提的应收利息增

加。 

其他流动资

产 

12,338,627.88 9,157,117.41 34.74% 主要系待抵扣进项税较年初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3,000,000.00 -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南京华讯新增投资南京天

稻智慧教育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形成的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

资 

65,441,169.70 25,914,682.69 152.53%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南京华讯新增投资联营企

业南京九度卫星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4,000万

所致 。 

在建工程 4,212,053.09 2,342,045.07 79.85%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河北华讯方舟装备技术有

限公司持续投入太赫兹国际科技产业基地建

设工程所致 。 

递延所得税

资产 

942,681.60 1,541,203.62 -38.83% 主要原因为上年末计提坏账准备的相关应收

账款于本报告期收回，冲回对应的资产减值损

失及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

资产 

129,662,221.50 7,142,753.00 1715.30%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南京华讯以自有资金购买

南京鼓楼创新广场项目A3幢3层和9-12层科研

办公用房作为办公场所使用，相应支付大额预

付款所致。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1,102,189,300.87 481,117,274.01 129.09% 主要系本报告期对供应商结算方式采用票据

结算方式进一步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

酬 

13,571,668.93 31,740,767.19 -57.24%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发放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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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 42,874,846.98 66,712,552.65 -35.73% 主要系报告期初应交企业所得税及应交增值

税金额较大。 

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 去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455,773,389.92 1,050,098,080.83 38.63% 主要原因为（1）本报告期公司军事通信及配

套业务市场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营业收入进一

步增长；（2）本报告期雷达业务得到提升并

实现可观的营业收入，而去年同期雷达业务尚

未实现销售收入。 

营业成本 1,035,714,522.86 734,053,713.52 41.10% 主要系随着营业收入的增加而相应增加。 

税金及附加 6,898,638.65 4,094,872.98 68.47% 主要系随着营业收入的增加而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 48,208,472.21 30,706,753.36 57.00% 主要原因为（1）随着营业收入的增加而相应

增加；（2）本报告期公司持续加大营销体系

建设和产品推广力度,导致职工薪酬、服务费、

业务招待费、差旅费等费用大幅增加。 

管理费用 100,132,183.12 75,381,015.08 32.83% 主要原因为：（1）公司职能管理人员数量大

幅增加导致职工薪酬增加；（2）自建办公楼

于2017年10月投入使用，本报告期计提的折旧

费用同比大幅增加。 

研发费用 110,310,782.52 66,773,990.41 65.20% 主要原因为公司持续加大对新产品的研发力

度，主要体现为：（1）引进核心研发技术团

队与骨干，导致研发人员薪酬大幅增加；（2）

研发用材料购置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资产减值损

失 

-3,990,146.75 175,881.75 -2368.65% 主要原因为上年末计提坏账准备的相关应收

账款于本报告期收回，冲回对应的资产减值损

失。 

投资收益（损

失以“－”号

填列） 

-473,512.99 749,212.55 -163.20% 主要原因为（1）去年同期处置原子公司吉研

高科产生的投资收益金额较大；（2）本报告

期对联营公司确认了投资损失。 

营业外收入 9,359,874.23 6,641,156.24 40.94%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去年

同期大幅增长。 

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报告期 去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99,770,370.20 -301,137,804.92 0.45% 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大幅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9,482,305.73 -87,819,495.49 -115.76% 主要原因为：（1）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大

幅增加；（2）对联营企业的投资较上年同期

增加。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32,147,810.20 3,879,617.23 11038.93% 主要原因为：（1）本期收到银行借款较去年

同期增加；（2）本期偿还银行借款较去年同

期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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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净增

加额 

-57,021,592.43 -385,097,567.66 85.19% 主要系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量金额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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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事项 

  因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于2018年1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规模合计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含5 亿元），并在注册有效期内（两年）分期发

行，每次发行期限不超过一年。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主要用于归还金融机构借款、偿还债券及补充日常

生产经营所需营运资金等，有利于支持公司业务发展，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

资成本，增强公司资金管理的灵活性。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02）。目前进展处于相关机构审批阶段。 

公司于2018年1月30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短期融资券事项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 

（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因公司2017年度相关业绩考核指标未达到《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中规定的第一期解锁条件及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

合激励条件，公司决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3,772,360股。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5月8日发布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7）。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尽快推进股份回购

注销工作。 

（三）其他事项进展情况如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无偿提供财务资助

的情况 
2018 年 07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035、

2018-036、2018-037） 

关于公司 2018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

情况 

2018 年 08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038、

2018-039、2018-040、2018-041、2018-042、

2018-043） 

2018 年 09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052） 

关于申请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情况 
2018 年 08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044、

2018-045、2018-046、2018-047） 

2018 年 09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052）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解禁并上市流通

的情况 
2018 年 09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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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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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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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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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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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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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