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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17-15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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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长马新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含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霞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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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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26,883,004.67 769,321,804.89 2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920,167.65 44,895,012.24 2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9,513,129.60 38,261,731.95 29.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4,721,393.62 -55,443,863.54 -539.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5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 1.51%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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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2,809,683.85 5,587,065,357.79 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21,815,112.23 3,167,715,649.27 1.71%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891,116,632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061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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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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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4,182.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0,555.17  

减：所得税影响额 437,782.8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1  

合计 5,407,038.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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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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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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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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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36% 288,342,668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7% 26,497,7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工

业 4.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4,510,958 0   

黄培良 境内自然人 0.31% 2,8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8% 2,534,830 0   

武汉华科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7% 2,364,468 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移动互

联网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6% 2,294,622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0.23% 2,064,056 0   

姜仕鹏 境内自然人 0.21% 1,898,101 0   

孙祯祥 境内自然人 0.21% 1,8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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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88,342,668 人民币普通股 288,342,66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6,497,700 人民币普通股 26,497,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工业 4.0 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4,510,958 人民币普通股 4,510,958 

黄培良 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534,830 人民币普通股 2,534,830 

武汉华科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364,468 人民币普通股 2,364,46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2,294,622 人民币普通股 2,294,62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2,064,056 人民币普通股 2,064,056 

姜仕鹏 1,898,101 人民币普通股 1,8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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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祯祥 1,8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武汉华科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股东。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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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股东姜仕鹏参与融资融券减持 801，000 股；股东孙祯祥参与融资融券减持 606，

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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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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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上年余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673,559,001.64 1,258,033,086.48 33.03% 主要是本期销售规模增长所致。 

预付账款 271,637,562.16 145,951,134.93 86.12% 
主要是随着产销规模的扩大，期末暂

未结算的预付采购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429,783.83 675,307.18 -36.36% 
主要是分期收款业务的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应收款收回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7,432,091.18 28,011,771.69 -37.77% 
主要是本期末留抵的增值税进项税减

少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4,975,321.77 10,240,241.41 46.24% 主要是本期新增房屋装修支出所致。 

短期借款 394,813,040.83 205,385,933.31 92.23% 
主要是公司本期新增借款用以补充流

动资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3,700,140.05 24,065,739.57 -43.07% 
主要是上年末计提的工资及奖金在本

期支付所致。 

应交税费 97,551,535.92 69,788,366.39 39.78% 主要是计提的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6,653,972.60 3,701,592.19 79.76% 
主要是本期计提银行借款和超短期融

资券利息所致。 

其他应付款 125,264,230.76 90,485,125.34 38.44% 主要是本期资金往来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2,186,159.03 1,668,003.89 31.06% 
主要是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增加递延所得税负债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 ：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926,883,004.67 769,321,804.89 20.48% 

主要是公司本期敏感元器件、光电器

件和激光加工业务板块收入增长，从

而推动营业收入增长。 

营业成本 696,395,977.84 580,424,943.12 19.98% 
主要是随着本期销售的增长，营业成

本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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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及附加 8,434,658.29 4,538,751.54 85.84% 
主要是收入增长引起附加税增加，并

且财政部调整了税费列报规则。 

财务费用 7,379,046.21 5,509,138.22 33.94% 
主要是随着融资总额增加，利息费用

相应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4,898,678.23 5,724,063.30 160.28% 
主要是本期末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

项金额大于上年同期所致。 

投资收益 -1,070,122.13 -256,187.73 -317.71% 主要被投资单位净利润变动所致。 

营业外支出 428,884.24 191,855.72 123.55% 
主要是随着本期产销规模提升，发生

零星客户扣款。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54,721,393.62 -55,443,863.54 -539.78% 

主要是信用期内销售货款尚未结算，

同时采购付现金额较大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0,492,029.98 -35,465,665.95 -14.17% 

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支付的金额较大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84,154,462.66 76,611,260.22 140.38% 

主要是本期借款现金净流入高于上年

同期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不适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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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

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其他 832159 
合全

药业 
10,029,600.00 144,000 0.11% 144,000 0.11% 10,029,60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参与

定增 

其他 831397 
康泽

药业 
3,800,000.00 600,000 0.23% 600,000 0.23% 4,200,000.00 78,00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参与

定增 

其他 832910 
伊赛

牛肉 
1,688,522.35 175,000 0.11% 175,000 0.11% 1,548,750.00 234,50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买 

其他 831265 
宏源

药业 
6,943,973.19 1,579,200 0.94% 1,579,200 0.94% 12,807,312.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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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833684 
联赢

激光 
1,121,125.70 112,800 0.09% 112,800 0.09% 1,927,752.00 271,848.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买 

其他 830964 
润农

节水 
1,755,738.17 228,000 0.24% 228,000 0.24% 3,383,520.00 1,311,00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购买 

其他 430261 
易维

科技 
4,999,995.00 454,545 1.29% 454,545 1.29% 4,949,995.05 177,272.55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参与

定增 

其他 870385 
华普

教育 
1,000,000.00   133,330 0.61% 1,000,00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参与

定增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

资 
  --  --   -- -- 

合计 31,338,954.41 3,293,545 -- 3,426,875 -- 39,846,929.05 2,072,620.55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2017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23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情况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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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月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华工科技：2017 年 1 月 12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02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华工科技：2017 年 2 月 1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 年 03 月 3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华工科技：2017 年 3 月 3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八、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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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马新强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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