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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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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王明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黎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梅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6,675,258,308.05 6,791,850,968.85 -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81,969,292.80 -44,352,453.47 310.2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5,747,334.04 -7,525,964.13 -262.0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13,843,390.68 595,606,353.82 -6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1,205,132.56 -32,334,191.3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16,419,847.24  -31,155,819.4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5.95 -0.75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27 -0.031 309.6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27 -0.031 309.6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 8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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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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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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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4,785,285.3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14,785,285.3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8,25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

技术开发总公司 

169,943,021 16.42 66,115,593 
冻结 

66,785,593 国有法

人 

彭海帆 103,068,783 9.96 103,068,783 
冻结 

103,068,783 境内自

然人 

宁波兴远联融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33,057,851 3.19 33,057,851 
未知 

33,057,000 其他 

银世代有限公司 19,320,600 1.87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天津亚亨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4,423,905 1.39 0 
无 

0 其他 

陈圆 13,223,140 1.28 13,223,140 
未知 

13,223,140 境内自

然人 

鹏华基金－工商银行

－鹏华基金增发精选

3号资产管理计划 

10,247,933 0.99 10,247,933 

无 

0 其他 

皖江（芜湖）物流产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9,745,662 0.94 0 

无 

0 其他 

张广全 8,670,992 0.84 8,670,992 
未知 

0 境内自

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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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基金－工商银行

－鹏华基金增发精选

2号资产管理计划 

8,350,000 0.81 8,350,00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

司 

103,827,428 
人民币普通股 

169,943,021 

银世代有限公司 19,32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320,600 

天津亚亨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4,423,905 
人民币普通股 

14,423,905 

皖江（芜湖）物流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9,745,662 
人民币普通股 

9,745,662 

天津海泰优点创业投资企业 7,967,762 人民币普通股 7,967,762 

珠海中珠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181,828 人民币普通股 6,181,828 

周源 5,512,449 人民币普通股 5,512,449 

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782,900 人民币普通股 4,782,900 

天津海泰滨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670,072 人民币普通股 4,670,072 

郭增凤 4,573,997 人民币普通股 4,573,9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在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

东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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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89,624,232.70  

         

119,500,565.85  58.68 

主要系公司往来款项收回

所致 

应付职工

薪酬 

                      

22,058,057.98  

           

32,336,021.18  -31.78 
主要系本期支付薪酬所致 

     

利润表项

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2019 年 1-3

月） 
上年同期数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13,843,390.68  

         

595,606,353.82  

          

-64.10  

系公司之子公司汉柏科技有

限公司本期受负面信息影响，

经营陷入困境所致。 

营业成本 
                    

122,951,275.67  

         

394,102,440.82  

          

-68.80  收入下降导致成本下降 

管理费用 
                      

63,866,768.04  

         

102,175,966.82  

          

-37.49  

主要系去年同期发生研发费

用所致 

财务费用 
                    

100,595,941.80  

           

49,888,131.08  

          

101.64  

系本期逾期利息支出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支

出 

                      

14,903,324.03  

             

1,964,784.46  

          

658.52  

主要系工程欠款罚息支出及

材料报废所致 

净利润 
                   

-137,442,494.65  

          

-38,510,367.27  

          

256.90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汉柏科

技有限公司本期经营陷入困

境及借款逾期利息同比增加

所致。 

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1,205,132.56  

          

-32,334,191.30  

          

305.78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汉柏科

技有限公司本期经营陷入困

境及借款逾期利息同比增加

所致。 

     

现金流量

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2019 年 1-3

月） 
上年同期数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5,747,334.04  

            

-7,525,964.13  

     

-1,106.48  

主要系公司往来款项收回

所致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 

7 / 8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20,377.57 -16,466,635.49 
        

-110.45  

系公司之子公司龙丹利民本

期收到投资收益的现金及本

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减少所

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158,160.42  

          

-16,785,715.95  

          

-57.36  

主要系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同比减少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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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事项 

公司2017年度被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对对外担保情况和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了全面核查和确认。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已确认关联方资金

占用总计10.17亿元，余额7.48亿元；违规担保总计55.06亿元，余额40.61亿元。截至2019年3月

31日，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7.48亿元，违规担保余额38.61亿元。 

为解决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关联方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明确资产处置标

的并已经处置部分资产，解决了部分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公司将持续督促工大集团加快处

置资产进程，尽快解决公司相应风险事项。 

（二）债务逾期及诉讼事项 

公司因债务逾期、诉讼事项，公司基本账户在内的多个账户及资产被冻结，资金周转存在一

定困难，已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构成影响，存在一定财务风险。 

公司全资子公司汉柏科技有限公司因资金紧张、债务逾期，涉及多笔诉讼和仲裁、多个账户

被冻结，员工流失等负面因素叠加，正常生产经营业务严重受限。 

目前，因公司为关联方工大集团承担连带责任担保的借款逾期，债权人对公司持有的汉柏科

技的全部权益申请了司法拍卖，后续事项仍不确定。 

公司于2018年10月15日选举了新的董事会并经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针对以上

风险事项，新的董事会和管理层对公司存在问题，完善了机构设置，强化了对公司和子公司风险

控制和管理。通过自查和现场核查的方式检查公司及子公司内控管理情况取得良好效果，对发现

问题进行了及时整改，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

也将积极寻求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支持，解决后续持续经营能力问题，实现公司健康发展。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业绩承诺 

   公司全资子公司汉柏科技2018年度因资金紧张、债务逾期、涉及多笔诉讼、仲裁、多个账户被

冻结、员工流失等负面因素叠加，使得传统业务正常生产经营业务严重受限，导致汉柏科技2018

年实现的销售收入大幅减少，利润下降。经审计，汉柏科技2018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237,68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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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28,205.59万元，较原承诺业绩的33,100万元减少

261,305.59万元，没有完成业绩承诺。 

2、其他承诺 

   2017年1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厦门信托借款

并作为特定原始权益人发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议案》。本司承诺在专项计划存续期内每一个资

金确认日，若专项计划内的资金余额按照约定的分配顺序不足以支付当期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预

期支付额时，对专项计划资金不足以支付各期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预期支付额的差额部分承担支

付义务。后因公司出现债务逾期、资金紧张等多重因素影响，承诺未履行。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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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汉柏科技因资金紧张、债务逾期，涉及多笔诉讼和仲裁、多个账

户被冻结，资金周转存在一定困难，正常生产经营业务严重受限。汉柏科技人脸识别业务尚未形

成良好利润。 

公司控股子公司红博物产经营有限公司、分公司红博商贸城因诉讼等原因导致的成本问题尚

未解决。此外，公司的逾期负债导致的逾期利息增加，也是导致公司预亏的原因之一。 

以上事项对公司的当期利润将产生一定影响。预计报告期期末，公司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公司名称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任会云 

日期 2019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