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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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朱星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万建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徐华龙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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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392,498.42 922,948,350.33 5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51,578,892.62 708,312,638.99 7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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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18,565.61 103.90% 145,783,081.60 5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381,175.08 151.36% -6,141,124.12 4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858,161.96 148.68% -12,829,272.68 56.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099,260.47 -89.65% 5,212,278.74 -47.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9 144.53% -0.0220 5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9 144.53% -0.0220 5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3% 1.94% -0.65%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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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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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本报告期子公司贵金属交易中

心根据投资协议规定在南昌高

新区注册享受南昌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入驻高新

区奖励款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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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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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42,148.8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18,238.36 主要是报告期结转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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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履约保证金违约款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48,669.96  

合计 6,688,148.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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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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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星河 境内自然人 22.44% 67,549,281 50,661,961 质押 39,000,000 

胡恩雪 境内自然人 14.51% 43,681,069 32,760,802 质押 21,029,852 

朱光宇 境内自然人 5.32% 16,009,012    

深圳市上元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上元 4 号私募基

金 

其他 4.67% 14,050,020    

肖亮 境内自然人 4.37% 13,146,666 13,146,666   

黄玉 境内自然人 3.99% 12,000,000    

磐厚蔚然（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磐厚蔚然－

PHC 大宗 3 号基

金 

其他 3.83% 11,525,400    

陈遂佰 境内自然人 2.46% 7,393,406 7,393,406   

陈遂仲 境内自然人 2.46% 7,393,406 7,393,406   

磐厚蔚然（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
其他 2.36% 7,106,227 7,10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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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磐厚蔚然－

PHC 互联网金融

产业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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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星河 16,887,320 人民币普通股 16,887,320 

朱光宇 16,009,012 人民币普通股 16,009,012 

深圳市上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元 4 号私募基金 
14,050,020 人民币普通股 14,050,020 

黄玉 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 

磐厚蔚然（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磐厚蔚然－PHC大宗3号基金 
11,525,4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25,400 

胡恩雪 10,920,267 人民币普通股 10,920,267 

胡家铭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胡炳恒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胡长清 2,035,490 人民币普通股 2,035,490 

索健 1,6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朱星河、胡恩雪、朱光宇、黄玉、胡炳恒、胡家铭、胡长清之间法律关系为朱

星河与胡恩雪为配偶关系、朱星河与朱光宇为父子关系、胡恩雪与朱光宇为母子关系，

朱星河与黄玉为舅甥关系，胡恩雪与胡炳恒为姐弟关系，胡炳恒与胡家铭为父子关系，

胡长清与胡恩雪为父女关系。公司股东肖亮、陈遂佰、陈遂仲为一致行动人，陈遂佰与

陈遂仲为兄弟关系；公司股东磐厚蔚然（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磐厚蔚然－PHC

互联网金融产业投资基金及磐厚蔚然（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磐厚蔚然－PHC 大

宗 3 号基金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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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上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元 4 号私募基金，磐厚蔚然（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磐厚蔚然－PHC 大宗 3 号基金，索健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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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增减 变动原因及情况 

预付款项 9,002,347.27 3,832,359.16 134.90% 本报告期主要是由于公司购买设备预付款

及子公司声学公司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4,374,072.00 51,042,405.00 -32.66% 本报告期主要是由于转让参股公司北京信力筑

正股权所致 

长期应收款     14,475,087.29  5,909,545.65 144.94% 主要是由于转让参股公司北京信力筑正部分股

权款尚未收回所致 

在建工程 19,739,455.66 32,897,780.63 -40.00% 本报告期主要是由于公司瑶湖二期工程峻工决

算达到可使用状态转入固定资产核算所致 

商誉 507,173,951.65 0.00 100.00% 本报告期主要是收购武汉飞游、长沙聚丰两家

标的公司100%股权，属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产生 

长期待摊费用 2,261,740.89 478,769.52 372.41% 本报告期主要是由于公司装修研发楼所致 

应付票据 0.00 750,000.00 -100.00% 本报告期主要是由于票据到期兑付所致 

预收款项 6,521,091.76 12,545,870.32 -48.02% 主要是预收参股公司北京信力筑正股权转让款

在本报告期结转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634,080.12 3,770,084.60 -30.13% 主要是由于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在本报告期发

放所致 

应付利息 69,712.50 4,290.27 1524.90%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借款利率上浮影响 

其他应付款 18,114,762.53 31,911,753.03 -43.23% 主要是本报告期由于归还非公开发行履约

保证金以及结转部分非公开发行履约保证

金违约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0.00 30,000,000.00 -100.00% 本报告期归还到期借款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615,617.95 860,835.96 87.68% 本报告期主要是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

纳税暂时性差异所致 

资本公积 828,120,246.72 323,012,175.97 156.37% 主要是本报告期由于溢价收购两家标的公

司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8,425,179.60 4,693,781.60 79.50% 本报告期主要是因为公司投资的“中润油”

公司在“新三板”股价上涨导致 

项      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增减 变动原因及情况 

   营业收入 145,783,081.60 96,265,904.27 51.44% 报告期内收购两家标的公司，从购买日至期末收

入合并导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2,752,267.21 1,494,430.04 84.17% 主要是全面推行营改增税收政策后，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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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的范围扩大以及随本

报告期收入增加而增加 

   管理费用 64,498,173.11 34,393,215.20 87.53% 本报告期主要是因为合并两家标的公司费

用及子公司贵金属服务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91,264.91 2,887,754.44 -96.84% 本报告期主要是公司归还借款后部分未续

贷，借款利息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957,323.40 11,080,244.78 -91.36% 主要是上期转让北京信力筑正股权收益所

致 

   营业外收入 9,953,238.96 4,959,189.53 100.70% 本报告期主要是结转非公开发行股票履约

保证金违约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75,100.99 520,078.85 106.72% 本报告期主要是由于公司公益性捐赠增加

所致 

   所得税费用 4,762,932.69 -1,939,387.51 345.59% 本报告期主要是由于收购的两家标的公司

产生利润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212,278.74 9,915,072.10 -47.43% 本报告期主要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6,529,941.63 -70,443,718.44 -79.62% 本报告期主要是收购两家标的公司支付现

金对价部分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7,003,816.59 4,088,868.87 3006.09% 本报告期主要公司是收到定向增发认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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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4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子公司的议案》，以自有资金5,000

万元在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西恒大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本次投资有利于理顺母子公司管理，有利

于公司防磨抗腐蚀工程业务的后续发展。江西恒大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取得了南昌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下发

的营业执照。 

2、公司于2017年10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对外披露的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目前相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恒大高新：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质押

的公告 
2017 年 07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17-093） 

恒大高新：关于公司强制执行申请的进

展公告 
2017 年 08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17-095） 

恒大高新：关于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2017 年 08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17-100） 

恒大高新：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2017 年 08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1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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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高新：关于交易进展公告 2017 年 08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17-110） 

恒大高新：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2017 年 09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17-111）（公告编号：2017-115） 

2017 年 09 月 26 日  

恒大高新：关于收到福建省福安市人民

法院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2017 年 09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17-113） 

恒大高新：关于收到福建省罗源县人民

法院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2017 年 09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1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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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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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5% 至 -15.02%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800 至 1,2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412.1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公司目前基于重工设备防护和互联网双主业战略，其中互联网产业企业

效益良好，对公司业绩带来积极影响；2、公司加大了催收货款的力度，特

别是对以前年度货款的催回，对公司直接产生了经济效益；3、公司出于战

略聚焦考虑，正逐步对部分资产进行处置，预计会带来积极影响；4、公司

防磨抗蚀业务仍受到下游产业持续调整的影响，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有所

下降，影响了公司的业绩。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12,706,654

.00 
0.00 9,911,976.00 0.00 104,560.00 179,390.16 

22,514,070.

00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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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706,654

.00 
0.00 9,911,976.00 0.00 104,560.00 179,390.16 

22,514,070.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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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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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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