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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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邹淦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永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何承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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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3,972,791,378.60

4,103,594,654.26

-3.19%

2,470,200,657.82

2,372,516,191.90

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1,123,103,847.79

5.87%

3,089,109,525.65

7.63%

60,878,086.15

0.92%

196,680,365.53

11.60%

60,480,118.58

0.68%

179,583,323.48

5.47%

-35,719,404.71

-11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22

0.93%

0.4917

11.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22

0.93%

0.4917

11.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9%

-0.14%

8.11%

0.2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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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852,57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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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2,4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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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6,301.37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40,276.32
3,386,947.21
-178,0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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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7,097,04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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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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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惠州市华阳投资
有限公司
中山中科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71%

270,851,352

270,851,352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7%

80,679,898

80,679,898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2%

48,468,750

48,468,750

股份状态

数量

珠海横琴中科白
云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中山中科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珠海横琴中科白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
是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二者为一致行动。其
他股东无一致行动关系。
无

备注：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挂牌上市，本表数据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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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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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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报表项目
应收票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788,899,514.47

418,012,731.46

变动原因

88.73% 原因为本期票据贴现利率较高，为了减少融资
成本减少票据贴现所致。

应收账款

1,012,788,416.27

1,389,843,392.82

预付款项

54,710,194.99

18,300,476.20

198.96% 原因主要为本期预付的原材料采购款增加。

应收股利

1,155,412.59

-

报告期末应收参股公司尚未支付的分红款。

其他应收款

59,940,971.74

47,849,043.95

其他流动资产

77,830,713.39

149,677,759.04

其他非流动资产

59,633,173.58

18,777,818.42

215,800,000.00

9,500,000.00

短期借款

-27.13% 原因主要为季节性销售回调。

25.27% 质量保证金增加。
-48.00% 原因主要为本期银行理财产品到期。
217.57% 原因为本期预付较多购置固定资产款。
2171.58% 原因主要为本期的主要融资手段由票据贴现改
为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298,140,530.81

221,938,036.98

34.34% 原因主要为，增加票据结算量，票据尚未到期
支付，故票据余额增加。

应付账款

547,047,751.85

797,059,457.97

应交税费

7,508,266.15

73,007,309.28

-31.37% 原因主要为季节性采购回调。
-89.72% 原因主要为本期缴纳上期及本期进口货物海关
增值税及所得税。

应付利息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1,147,545.15

375,474.31

107,571,426.06

260,755,624.57

31,091,622.35

22,549,367.47

798,021.39

4,361,085.47

205.63% 报告期短期借款增加，应付利息增加。
-58.75% 原因主要为归还部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动负债
递延收益
少数股东权益

37.88% 原因主要为收到政府项目和研发补助。
-81.70% 原因为：联营公司长春市华圣汽车电子有限公
司经营亏损，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相应减少；
联营公司惠州市华阳思维精密部件有限公司清
算完毕，少数股东权益减少。

2、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报表项目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30,487,466.59

8,182,444.51

-17,937,274.09

21,147,722.30

变动原因

272.60% 主要原因为汇兑损失及利息支出增加。
-184.82% 主要原因为应收账款余额减少，本期按坏账准
备计提政策转回了部分坏账准备。

投资收益

15,495,120.49

11,366,261.64

36.33% 主要原因为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收益有所增
加。

其他收益

19,572,460.72

0.00

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政府项目及研发补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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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
助》将本期收到的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
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
营业外收入

1,271,822.54

10,659,985.00

-88.07% 主要原因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
府补助》将本期收到的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

营业外支出

2,664,678.46

6,904,531.32

-61.41% 主要原因为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减少。

3、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

上期发生额

-35,719,404.71

236,157,069.68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115.13% 主要原因为本期票据贴现利率较高，为了减少

现金流量净额

融资成本减少票据贴现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8,894,522.79

-61,616,257.23

114.44% 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回上年投资理财产品款所

现金流量净额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52,985,967.84

-254,722,450.36

-3,992,164.59

6,785,649.62

79.20% 主要原因为本期融资净额增加。

现金流量净额
汇率变动对现金

-158.83% 主要原因为持有外币净资产受汇率变动的影

及现金等价物的

响。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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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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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履行完毕
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1、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惠

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州市华阳投

部分股份。

资有限公
司、间接控
股股东惠州
市大越第一

股份禁售及
减持意向的
承诺

2、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
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 14 日

完毕

正常履行中

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其所持有的公

投资有限公

司股票将在上述禁售期届满后自动延长

司

6 个月的禁售期限。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
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
调整。
3、作为发行人的直接或间接控股股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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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及其所处行业的发
展前景，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以确保其
对发行人的控股地位。
4、如果在禁售期满后，在不丧失控股股
东地位、不违反已作出的相关承诺的前提
下，其存在对所持发行人的股票实施有限
减持的可能。
5、上述禁售期届满后两年内，在满足以
下条件的前提下，可进行减持：
（1）上述
禁售期届满且没有延长禁售期的相关情
形，如有延长禁售期，则顺延；
（2）如发生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
其已经全额承担了赔偿责任；
（3）其进行
减持的，将依照《公司法》、
《证券法》以
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如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至上述减持公告之日发行人
发生过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应相应调
整）。其进行减持前，提前 3 个交易日予
以公告。
1、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在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
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股东中山中
科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
股东珠海横 股份禁售及
琴中科白云 减持意向的
股权投资基 承诺
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上述期限届满后，其因自身经营或投
资需求，可根据需要以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适当转
让部分发行人股份；其所持发行人股份在
禁售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的减持比例最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高可至持有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时的股 14 日

完毕

正常履行中

份总额的 100%；在前述期限内减持股份
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如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至上述
减持公告之日发行人发生过除权、除息
的，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
3、其进行减持的，将依照《公司法》、
《证
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进行减持，且提前 3 个交易日予以
公告。

实际控制人 股份禁售的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之一李光辉 承诺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14 日

完毕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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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前已

承诺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间接持
有的该部分公司股份。
实际控制人
之一、董事
和高级管理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人员邹淦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荣；实际控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制人之一、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董事张元

分股份。

泽；实际控

2、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

制人之一、

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

董事和高级

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

管理人员李

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其所持有的公司

道勇；实际

股票将在上述禁售期届满后自动延长 6

控制人之

个月的禁售期限。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

一、董事和

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

高级管理人 股份禁售及
员吴卫及其 减持意向的
近亲属游

承诺

波；实际控

整。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3、上述禁售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 14 日

完毕

正常履行中

和/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直接和/或间接持有公司可转让

制人之一、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

董事和高级

内不转让直接和/或间接所持的公司股

管理人员孙

份。

永镝及其近

4、在上述禁售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亲属任芸；

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如

实际控制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至减持前一交

之一、高级

易日公司发生过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

管理人员曾

相应调整）。

仁武；实际
控制人之

5、前述“2”、“4”项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

一、高级管

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

理人员陈世
银
董事杜昌

若公司上市后，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持有

焘；独立董
事朱永德； 关于减持意
独立董事余 向的承诺
庆兵；独立

公司股份的，则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
持有公司可转让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的公司股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14 日

完毕

正常履行中

份。

董事李常青

关于股份限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监事温惠群 售及减持意 12 个月内（“禁售期”），不转让或者委托
向的承诺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前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14 日

完毕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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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间接
持有的该部分公司股份。
2、上述禁售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监事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直接和/或
间接持有公司可转让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和/
或间接所持的公司股份。
若在公司上市后，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持
监事高淑

减持意向的

萍、陈雪英 承诺

有公司股份的，则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所持有公司可转让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的公司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14 日

完毕

正常履行中

股份。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司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如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
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赔偿的金额根据本公司与投资者协商确
定的金额，或者依据监管部门、司法机关
认定的方式或金额确定。
如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
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
响的，本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惠州市华阳 关于招股说 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等有权机关依
集团股份有 明书信息披 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定或处罚决定后按
限公司

露的承诺

如下方式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14 日

完毕

正常履行中

新股。
（1）本公司已发行新股但尚未上市的，
本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前述行为被依法认
定后 5 日内制定股份回购预案（预案内容
包括回购股份数量、价格区间、完成时间
等信息），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回购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活期存
款利息，最终以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预案确定的价格为准；
（2）本公司已上市的，回购价格根据本
公司股票发行价格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
款利息和市场价格孰高确定，若本公司在
该期间内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应相
应作除权除息处理。在实施上述股份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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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华阳投资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如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
易中遭受损失的，华阳投资将依法赔偿投
资者损失，赔偿的金额根据发行人与投资
者协商确定的金额，或者依据监管部门、
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或金额确定。
控股股东惠

如发行人因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

州市华阳投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资有限公司 关于招股说 稽查，则暂停转让华阳投资持有的发行人
及间接控股 明书信息披 的股份。
股东惠州市 露的承诺

如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大越第一有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

限公司

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14 日

完毕

正常履行中

响的，华阳投资将督促发行人依法回购首
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且将依法购回已
转让的原禁售股份（如有），发行人已发
行新股尚未上市的，购回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发行人发行
股份已上市的，购回价格根据发行人股票
发行价格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和
市场价格孰高确定。在实施上述股份购回
时，如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人对其真实性、准
实际控制人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邹淦荣、张

任。

元泽、吴卫、

如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相关文件有虚

李道勇、孙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

永镝、陈世

关于招股说

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明书信息披
银、曾仁武、
完毕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赔偿的金额 根 14 日
露的承诺
李光辉；公
据公司与投资者协商确定的金额，或者依
司董事、监

据监管部门、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或 金

事及高级管

额确定。

理人员

如发行人因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

正常履行中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的，则暂停转让本人直接和/或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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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权益的公司股份。
1、该等主体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企
业以外的公司（含华阳投资、大越第一）
不存在于中国境内或境外直接或间接控
制与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目前所从事的
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
2、如果该等主体或其控制的除发行人及
其控股企业外的企业发现任何与发行人
或其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新业务机会，将立
即书面通知发行人，并促使该业务机会按
实际控制人
邹淦荣、张

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发
行人或其控股企业。

元泽、吴卫、
李道勇、孙
永镝、陈世
银、李光辉、
曾仁武；控 避免同业竞
股股东惠州 争的承诺
市华阳投资
有限公司、
间接控股股
东惠州市大
越第一投资
有限公司；

3、如果发行人或其控股企业放弃该等竞
争性新业务机会且该等主体或其控制的
除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以外的企业从事
该等竞争性业务，则发行人或其控股企业
有权随时一次性或分多次向该等主体或
其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以外的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14 日

完毕

正常履行中

企业收购在该等竞争性业务中的任何股
权、资产及其他权益。
4、该等主体及其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控
股企业外的企业拟转让、出售、出租、许
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允许使用与
发行人或其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构成或可
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资产和业
务时，该等主体及其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
控股企业外的企业将向发行人或其控股
企业提供优先受让权，并承诺尽最大努力
促使该等主体参股企业在上述情况下向
发行人或其控股企业提供优先受让权。
5、除前述情况外，该等主体不会以任何
方式违反本承诺而直接或间接控制与发
行人及其控股企业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
和活动。

实际控制人

1、该等主体不会利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邹淦荣、张

东地位，谋求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在业务

元泽、吴卫、规范和减少 经营等方面给予该等主体及其关联方（发
李道勇、孙 关联交易的 行人及其控股企业除外，下同）优于独立
永镝、陈世 承诺

第三方的条件或利益。

银、李光辉、

2、该等主体将避免或减少自身及其关联

曾仁武；控

方与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之间发生关联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14 日

完毕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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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惠州

交易。

市华阳投资

3、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

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的关联交易, 该

间接控股股

等主体及其关联方将遵循公允、合理的定

东惠州市大

价原则,不会利用该等关联交易损害发行

越第一投资

人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有限公司；

4、该等主体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之相关规则的规
定遵守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批
准关联交易的法定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华阳投资针对发行
人相关经营事项承诺如下：1、本次发行
上市后，若因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惠州市华
硕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被惠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且不能办理工商注
销的情况导致发行人遭受损失，华阳投资
将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
2、本次发行上市后，若因发行人参股公
司惠州英迪普顿电器有限公司管理陷入
僵局，无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无法进行
工商年检或办理工商注销的情况，而导致
发行人遭受损失，华阳投资将承担赔偿或
补偿责任。
3、本次发行上市后，若应有权部门的要

控股股东惠 关于相关经
州市华阳投 营事项的承
资有限公司 诺

求或决定，发行人或其控股企业需要为员
工补缴本次发行上市前的各项社会保险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费或住房公积金，或因未足额缴纳社会保 14 日

完毕

正常履行中

险费或住房公积金事由而承担任何罚款，
或由此使发行人或其控股企业因相关诉
讼、仲裁而承担损失，华阳投资将无偿代
发行人或其控股企业补缴员工以前年度
的各项社会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并承担
由此给发行人带来的损失。
4、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产品涉及
多种知识产权，且该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
主要为境外企业或组织。由于相关知识产
权的复杂性及权利人的分散性，发行人无
法完全排除知识产权发生纠纷的风险。华
阳投资已充分了解该情况，若发行人及其
控股子公司未来因知识产权许可使用产
生纠纷并需就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用进
行补缴，则华阳投资将承担其中归属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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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投资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期间的费用。
控股股东惠
州市华阳投

1、该等主体将督促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

资有限公

全面执行现行有效的《劳务派遣暂行规

司；实际控

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制人邹淦

2、若发行人及其控股企业在华阳投资作
关于劳务派
2017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荣、张元泽、
为控股股东期间因不符合《劳务派遣暂行
遣的承诺
15 日
完毕
吴卫、李道
规定》相关规定而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处
勇、孙永镝、

罚，该等主体将全额承担其因被处罚而受

陈世银、李

到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保证发行人及

光辉、曾仁

其控股企业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正常履行中

武
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华阳投资对改制及
职工持股事项承诺如下：发行人历史上存
在员工（职工）持股的情况，且在不同阶
段将股东登记为职工持股会、受托自然
人、持股公司等，虽然发行人已对职工持
股进行了规范，取消了委托持股并完善了
控股股东惠 对改制及职 股东登记事项，但若未来发行人因历史上
州市华阳投 工持股事项 的股东登记事宜遭受任何处罚或损失，华
资有限公司 承诺

阳投资将全额补偿。发行人在历次持股员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14 日

完毕

正常履行中

工（职工）入资过程中未发生过任何纠纷，
在退股过程中共发生过 4 起诉讼，共涉及
3 人，且均已通过法院判决或法院调解等
方式处理完毕。若未来发行人因历史上的
员工（职工）持股事项遭受损失，华阳投
资将全额补偿。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
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
董事及高级

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管理人员

2、本人承诺对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邹淦荣、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

张元泽、吴

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卫、李道勇、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

孙永镝、李 摊薄即期回 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 2016 年 03 月 至承诺履行
光辉、杜昌 报承诺
焘、余庆兵、

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承诺未来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

永德、陈世

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武）；

完毕

正常履行中

5、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权激励政策，

李常青、朱
银、曾仁

21 日

6、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
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
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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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
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作为填补
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
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
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
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
施。
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

控股股东惠

司利益。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

州市华阳投

承诺，本公司/本人同意中国证监会和深

资有限公

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

司、间接控

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公司/

股股东惠州

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市大越第一
投资有限公
司；实际控
制人邹淦

公司如违反前述承诺，将及时公告违反的
摊薄即期回 事实及原因，除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归属 2016 年 03 月 至承诺履行
报承诺

荣、张元泽、
吴卫、李道
勇、孙永镝、
陈世银、李

于公司的原因外，将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 21 日

完毕

正常履行中

众投资者道歉，同时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
诺或替代承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并在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补充承诺
或替代承诺。同时，公司承诺将根据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后续出台的实施

光辉、曾仁

细则，持续完善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各

武

项措施。
本公司承诺，如在招股说明书及相关文件
中所披露的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
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将采取以下措施：
（1）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披

惠州市华阳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承诺约束措
施

露相关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
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
投资者公开道歉。
（2）研究将投资者损失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14 日

完毕

正常履行中

降低到最小的方案，以保护投资者的权
益。
（3）若本公司未履行承诺，导致投资
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予以赔
偿。
控股股东惠

如在招股说明书及相关文件中所披露的

州市华阳投

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

资有限公

履行的，将采取以下措施：
（1）在发行人

司、间接控 承诺约束措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披露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股股东惠州 施

相关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 14 日

市大越第一

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其他股东和

投资有限公

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道歉。
（2）研究将投

司

资者损失降低到最小的方案，以保护投资

完毕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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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权益。
（3）发行人应促使将应付华阳
投资的现金分红予以暂时扣留，直至华阳
投资履行相关承诺。
（4）若华阳投资未履
行承诺，导致发行人或投资者遭受经济损
失的，将依法予以赔偿。
股东中山中
科股权投资

中山中科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和珠海横琴

有限公司 、
股东珠海横
琴中科白云
股权投资基

中科白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承诺约束措 伙）承诺，如违反在招股说明书及相关文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施

件中所披露的承诺，将承担发行人、发行 14 日

完毕

正常履行中

人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

金合伙企业

任何损失。

（有限合
伙）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实际控制

理人员承诺，如其在招股说明书及相关文

人、董事、

件中所披露的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

高管及监事

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其本人将采取以下

（邹淦荣、

措施：
（1）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

张元泽、吴

指定报刊上披露相关承诺未能履行或无

卫、李道勇、

法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

孙永镝、陈

公众投资者公开道歉。
（2）研究将投资者

世银、李光

承诺的约束

措施
辉、曾仁武、

损失降低到最小的方案，以保护投资者的
权益。
（3）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还应将

杜昌焘、余

其本人的薪酬、津贴等予以暂时扣留（如

庆兵、李常

有）。（4）若本人未履行承诺，导致发行

青、朱永德、

人或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本人将依法

温惠群、高

予以赔偿。此外，上述人员中在大越第一

淑萍、陈雪

或大越第二持有股份的，还将暂时扣留应

英）

付其本人的现金分红，直至其履行相关承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14 日

完毕

正常履行中

诺。
如其在招股说明书及相关文件中所披露
的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
期履行的，其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1）
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间接持有发
行人股份的
实际控制人
近亲属任
芸、游波

上披露相关承诺未能履行或无法履行的
承诺的约束 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措施

者公开道歉。
（2）研究将投资者损失降低 14 日

完毕

正常履行中

到最小的方案，以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3）
大越第一应将应付其本人的现金分红予
以暂时扣留，直至其履行相关承诺。（4）
若本人未履行承诺，导致发行人或投资者
遭受经济损失的，本人将依法予以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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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如果出
现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收盘价低
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每
股净资产=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
普通股股东权益合计数÷期末公司股份总
数；如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
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或配股等情
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
时，则每股净资产应相应调整，下同）的
情形，且公司情况同时满足监管机构对于
回购、增持等股本变动行为的规定（以上
简称“启动条件”），则启动本预案，本预
案具体措施如下：
1、董事（独立董事除外，下同）、高级管
惠州市华阳

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董事、高级管理人

集团股份有

员应在满足启动条件的 10 个交易日内

限公司；控

（如期间存在 N 个交易日限制董事、高

股股东惠州

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则董事、高级管理

市华阳投资

人员应在首次满足启动条件后的 10+N

有限公司；

个交易日内），应就其是否有增持公司股

董事及高管 上市后三年 票的具体计划书面通知公司并由公司进
（邹淦荣、 内稳定股价 行公告，如有具体计划，应披露拟增持的 2015 年 05 月 至承诺履行
张元泽、吴 的预案及承 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14 日
卫、李道勇、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应当遵

孙永镝、杜

守：每一有义务回购人员累计增持金额不

昌焘、余庆

低于其上年度薪酬总额的 20%，但不超

兵、李常青、

过其上年度薪酬总额的 50%。超过上述

朱永德、陈

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

世银、曾仁

继续实施。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

武）

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董事、高级管理

完毕

正常履行中

人员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
预案。对于未来新聘的董事（独立董事除
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将在其做出承
诺履行公司发行上市时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已作出的相应承诺要求后，方可聘任。
2、公司回购公司股票：如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未如期向公司通知前述增持公司
股票计划，或明确表示未有增持计划，或
限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大于
10 个交易日，则公司董事会应在首次满
足启动条件的 20 个交易日内公告是否
有具体股票回购计划，如有，应披露拟回
购股票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
等信息。公司计划回购金额应遵循以下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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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单次用于回购股票的资金金额不高于
1,000 万元；单一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回
购资金合计不超过 5,000 万元。超过上
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
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
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公司将继续按
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3、公司控股股东（指惠州市华阳投资有
限公司，下同）增持公司股票：如公司董
事会未如期公告前述股票回购计划，或因
各种原因导致前述股票回购计划未能通
过股东大会的，控股股东应无条件增持公
司股票；此外控股股东亦可根据实际情
况，主动增持公司股票。控股股东应在其
首次满足启动条件后的 30 个交易日内
将增持计划书面通知公司并由公司进行
公告。控股股东计划增持金额应遵循以下
原则：单次用于增持股票的资金金额不低
于 1,000 万元；单一年度其用以稳定股
价的增持资金不超过 5,000 万元。超过
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
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
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其将继续按
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4、在履行完毕前述三项任一增持或回购
措施后的 120 个交易日内，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的增持/回购
义务自动解除。从履行完毕前述三项任一
增持或回购措施后的第 121 个交易日开
始，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20 个交
易日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则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
股东的增持或回购义务将按照前述 1、2、
3 的顺序自动产生。
5、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
东在履行其增持/回购义务时，应按照公
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及其他适用的监
管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预案的约束措施如下：
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公告具体增持计
划但由于主观原因不能实际履行，公司应
用与其履行增持义务相等金额的津贴、薪
酬代其履行增持义务；若相关人员连续两
次未能履行其增持义务，由控股股东或董
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更换相关董事，由
公司董事会提请解聘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如果公司控股股东由于主观原因未履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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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增持义务，公司应将与控股股东计划履
行其增持义务相等金额的应付控股股东
现金分红予以截留，直至控股股东履行其
增持义务；若控股股东未提出增持计划，
则公司可将本预案中规定控股股东履行
其增持义务的最低额相等金额的应付控
股股东现金分红予以截留用于股票回购
计划，控股股东丧失对相应金额现金分红
的追索权。如因相关法律、法规对于社会
公众股股东最低持股比例的规定导致公
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
在一定时期内无法履行其增持或回购义
务的，相关责任主体可免于前述约束措
施，但亦应积极采取其他合理且可行的措
施稳定股价。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具

不适用

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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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8.48%

至

10.17%

27,000

至

32,5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9,500.54

公司销售业务受市场竞争、行业相关政策和研发投入增加等因素影响，对
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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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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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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邹淦荣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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