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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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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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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318,630.11 926,883,004.67 3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749,278.74 54,920,167.65 1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6,406,581.41 49,513,129.60 13.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3,126,241.23 -354,721,393.62 -8.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 1.72%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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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3,755,596.92 8,578,073,521.73 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85,875,120.18 5,227,029,963.02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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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4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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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2,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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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31.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4,769.88  

减：所得税影响额 443,995.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173.87  

合计 4,342,697.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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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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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8% 288,342,668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5% 26,664,40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4% 26,497,700 0   

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长城国泰－定增 1 号契约型私

募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4% 23,548,738 23,548,738   

武汉东湖国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武汉东湖华工定增私募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1% 22,183,543 22,183,543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4% 19,500,044 12,658,228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6% 12,658,227 12,658,227   

南通金玖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汇

金锐定增 5 期私募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4% 11,455,696 11,455,696   

安信基金－农业银行－华宝信托－安心

投资【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4% 11,438,607 11,438,60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10,088,772 2,65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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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26,664,401 人民币普通股 26,66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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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7,430,545 人民币普通股 7,430,545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6,841,816 人民币普通股 6,841,816 

陈业强 5,077,605 人民币普通股 5,077,605 

郎红宾 4,600,080 人民币普通股 4,600,08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447,773 人民币普通股 3,447,77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3,216,193 人民币普通股 3,216,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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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3,033,300 人民币普通股 3,033,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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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股东陈业强参与融资融券持有 5,077,605 股；股东郎红宾参与融资融券

持有 4,6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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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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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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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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 553,850,112.41 414,750,058.72 33.54% 主要是销售规模增长所致。 

预付账款 219,783,052.45 165,917,407.21 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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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股利 1,018,766.43 0.00 100.00% 主要是所投企业宣告分红所致。 

其他应收款 124,208,626.93 75,026,191.17 65.55% 
主要是因经营需要员工借支和往来款

增长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58,230,453.68 662,524,576.30 -30.84% 
主要是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所

致。 

在建工程 20,227,274.73 12,026,292.36 68.19% 主要是本期开展募投项目建设所致。 

开发支出 8,595,263.95 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研发投入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4,408,084.15 26,697,593.62 -46.03% 
主要是上年末计提的员工薪酬在本期

支付所致。 

应付利息 2,213,469.23 1,054,032.73 110.00% 主要是本期计提银行借款利息所致。 

应付股利 307,676.32 725,576.02 -57.60% 主要是本期支付股利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0.00 130,684,000.00 -100.00% 主要是归还贷款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0.00 436,854.26 -100.00% 主要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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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318,630.11 926,883,004.67 36.41% 
主要是公司本期激光设备、光电器件、

敏感元器件销售收入增长。 

营业成本 961,486,157.32 696,395,977.84 38.07% 
主要是随着本期销售的增长，营业成

本相应增加。 

税金及附加 11,459,396.47 8,434,658.29 35.86% 主要是销售规模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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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106,930,158.89 51,665,818.90 106.96% 

主要是公司为加强巿场开拓、完善营

销网络和优化销售队伍而增加了投

入。 

财务费用 14,761,279.04 7,379,046.21 100.04% 

主要是本期贷款总额高于上年同期，

并且美元贬值加大了汇兑损失，因此

财务费用同比增长。 

投资收益 7,005,332.47 -1,070,122.13 754.63% 
主要是本期增加了理财产品的投资收

益。 

资产处置收益 -21,545.72 -8,805.96 -144.67% 

主要因为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其他收益 4,432,250.00 0.00 100.00% 

营业外收入 156,722.37 6,273,705.11 -97.50% 

营业外支出 211,492.25 420,078.28 -49.65% 

所得税费用 17,562,396.27 9,254,608.04 89.77% 
主要是本期利润增加，计提所得税额

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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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126,241.23 -354,721,393.62 -8.01% 

主要是因销售规模增长，运营资金投

入加大。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6,451,253.89 -40,492,029.98 288.81% 主要本期有理财产品赎回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6,685,085.44 184,154,462.66 -52.93% 

主要是本期新增的贷款少于上年同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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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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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831397 康泽药业 3,800,000.00 600,000 0.23% 600,000 0.23% 2,352,000.00 -1,068,00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

资金 

股票 832910 伊赛牛肉 1,688,522.35 175,000 0.07% 175,000 0.07% 1,337,000.00 -127,75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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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831265 宏源药业 6,943,973.19 660,200 0.19% 660,200 0.19% 2,277,690.00 -363,11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

资金 

股票 833684 联赢激光 1,121,125.70 1,457,200 0.75% 1,457,200 0.75% 16,189,492.00 -699,456.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

资金 

股票 830964 润农节水 1,755,738.17 478,800 0.24% 478,800 0.24% 3,385,116.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

资金 

股票 430261 易维科技 4,999,995.00 109,090 0.16% 109,090 0.16% 414,542.00 -111,271.8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

资金 

股票 430270 易点天下 19,893,400.00 1,700,000 0.43% 1,700,000 0.43% 19,893,40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

资金 

股票 834206 傲基电商 15,175,668.64 297,000 0.35% 297,000 0.35% 15,175,668.64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合计 55,378,423.05 5,477,290 -- 5,477,290 -- 61,024,908.64 -2,369,587.8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2018 年 3 月 2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 2018 年度证券投资授权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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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1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华工科技：2018 年 1 月 1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 年 01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华工科技：2018 年 1 月 1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 年 01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华工科技：2018 年 1 月 2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 年 03 月 0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华工科技：2018 年 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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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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