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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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乔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夏玮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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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4,361,983.75 3,675,460,311.21 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81,085,493.84 1,592,632,798.92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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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816,735.24 60.36% 1,826,045,506.53 9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5,530,529.99 49.63% 100,719,181.70 5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425,462.60 -178.71% 56,069,253.30 228.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37,706,497.43 -5.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9 49.61% 0.1642 58.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9 49.61% 0.1642 58.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7% 4.13% 5.58%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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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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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596.5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745,722.8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11,419.8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5,140,547.47 
处置氨纶业务产生的投资收

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26,66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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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4,002.82  

合计 44,649,928.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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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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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人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60% 114,078,327 0 质押 79,239,990 

无锡联创人工智能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0% 69,305,650 0 质押 43,581,701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景星 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4.89% 29,984,084 0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2% 19,722,793 0   

李昊 境内自然人 2.83% 17,344,608 0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国有法人 0.94% 5,746,000 0   

林培 境内自然人 0.83% 5,116,500 0   

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6% 4,070,450 0   

广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5% 3,383,965 0 质押 3,383,965 

王伟 境内自然人 0.54% 3,28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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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14,078,327 人民币普通股 114,078,327 

无锡联创人工智能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69,305,650 人民币普通股 69,30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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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景星 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9,984,084 人民币普通股 29,984,084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19,722,793 人民币普通股 19,722,793 

李昊 17,344,608 人民币普通股 17,344,608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5,746,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46,000 

林培 5,116,500 人民币普通股 5,116,500 

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070,450 人民币普通股 4,070,450 

广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383,965 人民币普通股 3,383,965 

王伟 3,287,700 人民币普通股 3,287,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为

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与无锡联创人工智能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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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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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9 月 30 日 2017年 12 月 31日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160,630,094.60  88,729,813.00  81.03% 
主要系向库卡等客户预付商品款

金额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449,228,973.69  99,354,167.25  352.15% 
主要系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处

置尚未收回的股权转让款。 

其他流动资产 9,645,668.01  44,230,703.77  -78.19% 

主要系成都房地产业务前期预收

房款本期结转收入，前期预付税金

本期结转为税金及附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16,531,375.40  1,531,375.40  7509.59% 

主要系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嘉

兴大直机器人产业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大

直基金”）对外投资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334,179,877.87  200,001,937.97  67.09% 主要系大直基金对外投资所致。 

无形资产 46,780,917.18  70,795,889.74  -33.92% 

主要系处置公司氨纶业务板块，报

告期末相关子公司资产不再并入

合并报表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27,786.92  6,924,227.66  -69.27% 

主要系处置公司氨纶业务板块，报

告期末相关子公司资产不再并入

合并报表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9,689,270.57  -100.00% 
主要系上期末预付长期资产购置

款本期已交易完成。 

其他应付款 140,745,844.98  415,020,331.80  -66.09% 

主要系处置公司氨纶业务板块，报

告期末相关子公司资产不再并入

合并报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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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负债 167,200,000.00  8,688,134.59  1824.46% 
主要系大直基金优先级合伙人投

入资金所致。 

未分配利润 311,666,786.51  223,214,091.59  39.63% 主要系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47,669,686.39  92,013,438.07  -48.19% 

主要系处置公司氨纶业务板块，报

告期末相关子公司资产不再并入

合并报表所致。 

 

2、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1-9月 2017年 1-9月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826,045,506.53  960,235,045.09  90.17% 

主要系公司于2017年5月完成了对

天津福臻工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津福臻”）的收购，上年

报表仅包括天津福臻 5-9月收入；

以及成都银泰房地产项目销售增

加。 

营业成本 1,348,233,125.71  788,688,915.04  70.95% 

主要系公司于2017年5月完成了对

天津福臻的收购，上年报表仅包括

天津福臻 5-9 月收入；以及成都银

泰房地产项目销售增加。 

税金及附加 113,985,970.77  18,620,704.61  512.15% 
主要系成都银泰房地产项目本年结

转收入确认的相关税费 

销售费用 113,927,070.54  23,402,862.07  386.81% 
主要系成都银泰房地产项目确认销

售佣金。 

财务费用 15,823,676.17  7,931,897.86  99.49% 
主要系公司借款增加、利息支出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3,012,151.81  13,462,349.20  145.22% 
主要系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所

致。 

投资收益 44,818,487.38  70,596,195.97  -36.51% 

报告期内投资收益主要系处置氨纶

业务板块形成， 去年同期主要系处

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处置子公司

股权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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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38,768,728.88  8,446,973.14  358.97% 

主要系公司于2017年5月完成了对

天津福臻的收购，上年报表仅包括

天津福臻 5-9 月收入以及成都银泰

房地产项目销售增加导致所得税费

用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1-9月 2017年 1-9月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9,372,356.41 -665,212,985.48 77.55% 

年初至报告期末主要系大直基金

对外投资款，去年同期主要系公

司支付天津福臻 100%股权收购

款，新设立的子公司海门哈工智

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支付的对外投

资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2,467,063.59 295,145,539.19 -78.84% 

主要系上年同期新增长期借款 3

亿元。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50,914,747.77 -226,670,410.26 122.46% 

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大直基金

对外投资以及上年度新增长期借

款 3亿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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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重大资产重组转为现金收购事宜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哈工智能”、“友利控股”）于2018年9月12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议案》，于2018年9月28日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增资扩股暨现金收购浙江瑞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

案》。公司原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浙江瑞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弗机电”）

100%股权，为加快交易进程，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经过与交易对方以及中介机构的充分讨论，公司决定终

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拟变更为通过子公司浙江哈工机器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哈工”）以现金56,600万元购买瑞弗机电100%股权。为保证公司子公司浙江哈工能够顺

利收购瑞弗机电100%股权，公司拟对浙江哈工增资32,960万元,并引入海宁市译联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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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市众力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对浙江哈工增资11,32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浙江哈工的注册资本将

由人民币1,000万元增加至56,600万元。上述事宜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13日发布的《关于终止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8）、《关于子公司增资扩

股暨现金收购浙江瑞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9）。公司于2018年9月17

日（星期一）13:30—14:30在全景网“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召开了关于终止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转为现金收购的投资者说明会，就公司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转为通过子公司浙江哈工以现金方式收购瑞弗机电100%股权事项

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在信息披露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解答。本次投资

者说明会详情参见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发布的《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转为现金收购的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6）。 

2、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蜀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蜀都实业”）转让四川信利汇数码通讯有限

公司100%股权，并于2017年4月8日与受让方成都拓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兴商业”）签订了

《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受让方应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签订后180日内（即2017年10月5日前）支付股

权转让尾款，蜀都实业在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后向拓兴商业发出了《工作联系函》，详情参见公司于

2017年10月10日发布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四川信利汇数码通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7-97），2017年12月，经公司持续积极沟通推进，拓兴商业向蜀都实业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人

民币15,000,000.00元，详情参见公司于2017年12月30日发布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四川信利汇数码通

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117）。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持续关注上述事项，

并继续积极与受让方沟通推进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事宜，公司将视与受让方的沟通情况酌情采用其他合法

合规方式推进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事宜，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3、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2017年1月24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提起诉讼案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1），因公司于2017年1

月12日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京0108执异144号】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追

加友利控股为执行依据为(2014)海民初字第01201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二、友利控股在未

缴纳出资九千二百万元范围内,就(2014)海民初字第0120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成都蜀都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应履行而未履行的债务对被告承担清偿责任，故公司于2017年1月22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递

交了民事起诉状，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确认友利控股已经履行了对蜀都投资公司投入9200万的出资义

务;(2)依法判令不追加友利控股为已经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的(2014)海民初字第01201号民事判决书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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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执行人之一;(3）依法判令友利控股无需对(2014)海民初字第01201号民事判决载明的蜀都投资公司应

履行而未履行的债务对被告深圳市冠日瑞通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公司已于2017年1月22日向北京

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2017年11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诉讼尚未判决。 

4、转让江阴友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宜 

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18年6月28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江阴友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价

人民币80,000万元向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良科技”）转让公司持有的江阴友利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利投资”）100%的股权。详细内容参见公司2018年6月16日、2018年6月28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转让江阴友利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9）、《关于转让江阴友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补充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2018年7月25日，公司收到双良科技根据《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支付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40,800.00万元。同日，公司与双良科技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

签订了《资产交接确认书》，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公司与双良科技签订《资产交接确认书》

之日为控制权交割日。自控制权交割日起，友利投资100%股权的所有权转移并交付给双良科技，友利投资

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主营业务不再包含氨纶业务板块。详情参见公司于2018年7月27日发

布的《关于转让江阴友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79）。截至本

报告披露日，友利投资已经完成了股东信息的工商变更登记。 

5、公司重要经营合同进展情况 

2018年 1月 1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2），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福臻与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就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调整升级项目-焊接生产线车

体包项目签订了销售合同，合同金额 19,788.10 万元（含 17%增值税），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实现销售收入。 

2018年 3月 15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福臻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就渝北工厂 S111（扩能）焊接生产线工装设备签订

了买卖合同，合同金额到厂含税价 8,252.50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实现销售收入。 

2018年 4月 2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要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2），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福臻与安徽猎豹汽车有限公司就 CS5 车型焊装生产线签订了买卖合同，合同 8,396.00

万元（包含 2%备品备件费用，包含税费），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实现销售收入。 

2018年 5月 16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重要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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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公司成都蜀都银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省旅投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就“蜀都中心”部分写字楼、

商铺及车位销售签订了合同，合同金额为 32,441.29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实现销售收入 7,391.38 万元。 

2018 年 8月 9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82），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福臻与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就“2019 车型焊装车间侧围自动化项目”签订了《长

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采购合同》，合同含税总金额 8,378 万元人民币，截至报告期末，实现销售收入

1,664.86 万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转为现金收购事

宜 

2018 年 09 月 13 日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8） 

2018 年 09 月 13 日 
《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暨现金收购浙江瑞弗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9） 

2018 年 09 月 18 日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事项转为现金收购的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96） 

控股子公司四川蜀都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转让四川信利汇数码通讯有限

公司 100%股权事宜 

2017 年 10 月 10 日 
《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四川信利汇数码通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97） 

2017 年 12 月 30 日 
《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四川信利汇数码通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117） 

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2017 年 01 月 24 日 《关于提起诉讼案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1） 

转让江阴友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

权暨关联交易事宜 

2018 年 6 月 16 日 
《关于转让江阴友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9） 

2018 年 6 月 28 日 
《关于转让江阴友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补充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 

2018 年 7 月 27 日 
《关于转让江阴友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79） 

重要经营合同进展情况 

2018 年 01 月 18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8-002） 

2018 年 03 月 15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8-015） 

2018 年 04 月 21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要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32） 

2018 年 05 月 16 日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重要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42） 

2018 年 08 月 09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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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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

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

公允

价值

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

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

外股

票 

000693 
*ST

华泽 
405,6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405,6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05,60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

外股

票 

600733 
北汽

蓝谷 
180,700.00 

成本法

计量 
180,7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80,70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自有

资金 

合计 586,300.00 -- 586,3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86,30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不适用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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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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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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3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 年 3 月 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2018-001） 

2018 年 08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 年 8 月 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2018-002） 

2018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9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报告期内公司 92 次接到个人投资者

来电，咨询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公司

未透露任何未公开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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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