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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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素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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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1,399,400.88 2,243,109,996.18 5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68,080,319.48 1,514,465,202.18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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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615,314.97 69.15% 960,235,045.09 5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746,259.08 440.90% 63,479,249.39 25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704,614.94 248.11% 17,092,312.95 140.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45,270,949.63 265.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7 442.48% 0.1035 257.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7 442.48% 0.1035 257.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 1.91% 4.13%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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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19,1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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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589.31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6,191,69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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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52,602.5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587.97  

减：所得税影响额 547,622.0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930,466.89  

合计 46,386,936.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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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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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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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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聚鑫 14 号资金信托 
其他 1.69% 10,392,900 0   

李昊 境内自然人 1.16% 7,110,908 0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

公司 
国有法人 1.13% 6,919,116 0   

林培 境内自然人 1.13% 6,900,000 0 质押 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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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萍 境内自然人 0.45% 2,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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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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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19,722,793 人民币普通股 19,722,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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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聚鑫 14 号资金信托 10,392,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92,900 

李昊 7,110,908 人民币普通股 7,110,908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6,919,116 人民币普通股 6,919,116 

林培 6,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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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萍 2,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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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96,257,694.78   622,927,280.45  -36.39% 

主要系公司收购天津福臻工业装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津福臻”）100%股权向股

东支付 24000 万元所致。 

应收账款  383,838,203.79   9,168,032.86  4086.70% 

主要系公司于 2017年 5月完成了对天津福

臻的 100%股权收购，应收账款计入合并报表

所致。 

预付款项  144,076,245.14   47,486,664.99  203.40% 

主要系公司于 2017年 5月完成了对天津福

臻 100%股权的收购，天津福臻的预付款项计

入合并报表所致。 

应收利息   2,391,578.46  -100.00% 

主要系子公司江苏友利氨纶科技有限公司

和江苏双良氨纶有限公司收回银行定存到

期利息所致。 

存货  976,995,266.54   713,452,634.56  36.94% 

主要系公司于 2017年 5月完成了对天津福

臻 100%股权的收购，天津福臻存货计入合并

报表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4,219,525.40   17,822,845.40  -76.33% 主要系公司处置了国金证券股票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0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海门哈工智能

机器人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南通中南哈

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所致。 

在建工程  4,042,541.31   119,437.16  3284.66% 

主要系子公司江阴友利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车间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且截止 17.9.30

日并未全部转固定资产所致。 

无形资产  63,053,956.75   23,316,397.28  170.43% 

主要系公司于 2017年 5月完成了对天津福

臻 100%股权的收购，天津福臻的无形资产计

入合并报表所致。 

商誉  555,521,688.97   100.00% 
主要系公司于 2017年 5月完成了对天津福

臻 100%股权的收购产生的商誉。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7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820,229.29   10,345,788.84  33.58%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增加，坏账准备增加所

致。 

应付票据  142,991,682.04   100.00% 

主要系公司于 2017年 5月完成了对天津福

臻 100%股权的收购，天津福臻应付票据计入

合并报表所致。 

应付账款  354,242,932.16   180,762,738.64  95.97% 

主要系公司于 2017年 5月完成了对天津福

臻 100%股权的收购，天津福臻的应付账款计

入合并报表所致。 

预收款项  375,425,890.67   136,469,625.82  175.10% 

主要系公司于 2017年 5月完成了对天津福

臻 100%股权的收购，天津福臻的预收款项计

入合并报表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427,067.27   5,363,873.29  94.39% 

主要系公司于 2017年 5月完成了对天津福

臻 100%股权的收购，天津福臻应付职工薪酬

计入合并报表所致。 

应付利息  669,479.17   42,291.67  1483.00% 主要系公司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434,665,176.76   42,490,272.54  922.98% 
主要系公司应支付天津福臻原股东的股权

收购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40,209,906.00  -100.00% 

主要系子公司江阴友利氨纶科技有限公司

与北京中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 2亿元

融资租赁合同本息本期已全部支付完成。 

长期借款  30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016,112.50   11,880,244.59  -83.03% 
主要系本期处置了国金证券导致其他综合

收益转出。 

未分配利润  198,027,588.55   134,548,339.16  47.18% 主要系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81,851,645.15   57,795,980.07  41.62% 主要系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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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960,235,045.09   621,401,259.02  54.53% 

主要系公司于2017年5月完成了对天津福臻

100%股权的收购，天津福臻 5月至 9月收入

计入合并报表所致。 

营业成本  788,688,915.04   530,412,817.81  48.69% 

主要系公司于2017年5月完成了对天津福臻

100%股权的收购，天津福臻 5月至 9月营业

成本计入合并报表所致。 

税金及附加  18,620,704.61   43,221,959.05  -56.92% 主要系本期房地产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23,402,862.07   12,704,205.29  84.21% 

主要系公司于2017年5月完成了对天津福臻

100%股权的收购，天津福臻 5月至 9月销售

费用计入合并报表所致。 

财务费用  7,931,897.86   -5,597,341.94  241.71% 主要系公司借款增加、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856,525.32  -100.00% 

主要系母公司于2016年4季度出售了交易性

金融资产后 2017年公司无交易性金融资产。 

投资收益  70,596,195.97   100.00% 
主要系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子公司

股权所致。 

营业外收入  3,806,956.71   1,358,678.32  180.20% 

主要系公司于2017年5月完成了对天津福臻

100%股权的收购，天津福臻的 5至 9月营业

外收入计入合并报表所致。 

所得税费用  8,446,973.14   13,195,741.75  -35.99% 主要系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63,479,249.39   -40,382,427.37  257.20% 

主要系氨纶公司减亏、天津福臻并表、转让

子公司股权收益。 

少数股东损益  8,597,258.06   -27,018,633.16  131.82% 
主要系氨纶公司减亏、转让子公司股权收益

所致。 

归属母公司所有

者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9,864,132.09   -3,760,931.25  -162.28% 
主要系本期处置了国金证券导致其他综合收

益转出。 

综合收益总额  62,212,375.36   -71,161,991.78  187.42% 
主要系氨纶公司减亏、天津福臻并表、转让

子公司股权收益。 

3、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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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5,270,949.63   -87,654,088.21  265.73% 

主要系子公司成都蜀都银泰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应收账款减少及预收账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65,212,985.48   -9,960,900.23  -657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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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145,539.19   -74,527,444.44  496.02% 主要系公司新增长期借款 30000万元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226,670,410.26   -171,010,667.68  -32.55% 主要系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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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变更事宜 

2017 年 8 月 2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7 年 8 月 21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议案》、《关于变更名称、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同意将公司名称由“江苏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JIANGSU YOULI INVESTMENT HOLDING 

CO.,LTD）”变更为“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JIANGSU HAGONG INTELLIGENT ROBOT 

CO.,LTD）”，公司证券简称由“友利控股”变更为“哈工智能”。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公司自 2017 年 8 月 24 日起启用新的公司全称“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哈工智

能”，公司证券代码“000584“保持不变。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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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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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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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与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

的支付安排，受让方成都拓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兴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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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蜀都实业尚未收到该笔款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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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蜀都实业向拓兴商业发出了《工作联系函》，并正与其积极沟通推进款项支付事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变更事宜 2017 年 08 月 24 日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变更公司

名称、证券简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86,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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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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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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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3,750.00 0.00 2,688,150.00 0.00 0.00 0.00 3,093,75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

外股

票 

600733 
S*ST

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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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

外股

票 

600109 
国金

证券 
451,143.88 

公允价

值计量 
12,235,680.00 0.00 11,784,536.12  12,303,746.45 11,852,602.57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自有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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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37,443.88 -- 15,510,130.00 0.00 14,472,686.12 0.00 12,303,746.45 11,852,602.57 3,274,45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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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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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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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8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 年 8 月 4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2017-001） 

2017 年 08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 年 8 月 1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2017-002） 

2017 年 08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 年 8 月 2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2017-003）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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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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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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