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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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邓喜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王培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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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8,462,602.80 3,443,482,471.16 1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20,713,288.85 2,065,055,033.71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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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057,046.77 70.52% 1,075,513,655.65 7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4,155,440.46 69.24% 249,780,903.67 9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8,293,673.58 73.79% 234,127,080.70 1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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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0,295,120.07 15.41% 184,670,938.48 13.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23 69.34% 0.2443 90.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23 69.34% 0.2443 90.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6% 1.35% 11.64% 4.9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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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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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67,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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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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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6,683,332.23 现金管理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9,159.65  

减：所得税影响额 2,898,193.2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28,119.64  

合计 15,653,822.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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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4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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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工业大学资产投资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4.11% 246,5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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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喜军 境内自然人 10.10% 103,306,362 77,479,771 质押 27,053,937 

张玉春 境内自然人 8.58% 87,696,357 65,772,267 质押 26,919,998 

王永洁 境内自然人 8.09% 82,710,029    

王春钢 境内自然人 6.22% 63,594,047 47,695,535 质押 5,615,000 

蔡志宏 境内自然人 1.76% 17,967,000    

谭建勋 境内自然人 1.63% 16,629,383    

成芳 境内自然人 1.24% 12,727,806    

刘滨 境内自然人 1.05% 10,767,385    

刘美霞 境内自然人 1.04% 10,63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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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工业大学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46,5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6,585,000 

王永洁 82,710,029 人民币普通股 82,710,029 

邓喜军 25,826,591 人民币普通股 25,826,591 

张玉春 21,924,090 人民币普通股 21,924,090 

蔡志宏 17,96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967,000 

谭建勋 16,629,383 人民币普通股 16,629,383 

王春钢 15,898,512 人民币普通股 15,898,512 

成芳 12,727,806 人民币普通股 12,727,806 

刘滨 10,767,385 人民币普通股 10,767,385 

刘美霞 10,63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39,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邓喜军、张玉春、王永洁、王春钢、蔡志宏、刘美霞六人依

据《一致行动协议》与贾冬梅、邓明承、成志锋、王昊成作为一致行动人

保持对公司的共同控制关系；谭建勋、成芳、刘滨为公司发起人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成芳为王春钢妻妹；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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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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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元） 

变动比例 

（%） 
原    因 

货币资金  271,339,780.47  35.22 现金管理操作后留存货币资金增加 

交易性金融资产 254,336,400.00  100.00 

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

则，对进行现金管理而持有的货币基金，由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调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100.00 同上 

预付款项 84,390,552.67  34.15 预付生产采购款增加 

应收利息                     -100.00 期末无应计提应收利息之定期存款 

在建工程 25,045,531.22  1364.98 主要为公司新建机器人总装厂房 

长期待摊费用 59,529.11  -89.75 本期摊销，摊余价值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15,515,299.74  -59.32 上期期末计提的2018年度年终奖在2019年2月发放，余额减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559,961.35  194.76 主要为控股子公司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的金额增加 

股本 1,022,550,000.00  50.00 

2019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以公司总股本

681,7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红股3股（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022,550,000股 

资本公积 97,202,099.70  -57.63 
经2019年5月16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资本公积

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136,340,000.00元。 

其他综合收益 -194,234.20  -1,163.35 主要受子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年初至报告期末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元） 

变动比例 

（%） 
原    因 

营业收入 1,075,513,655.65  70.34 
报告期公司粉粒料全自动包装码垛成套设备、机器人及其它智能

装备、环保工艺及装备收入增长 

营业成本   592,738,791.90  57.43 
营业收入增长带动营业成本增长，高毛利率产品收入比重增加，

导致营业成本增长幅度小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 

税金及附加   10,670,161.04  39.45 报告期流转税增长带动附加税增长 

研发费用 47,545,346.54  128.62 研发投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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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3,461,078.63  567.59 汇兑损失增加 

财务费用中利息收入    679,828.22  422.11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8,139,941.18 -57.17 受现金管理收益及投资企业盈利水平波动共同影响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7,872,267.71  -422.59 被投资企业盈利水平波动影响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1,829,710.78  -174.71 

本期现金管理赎回部分货币型基金冲减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致本

期公允价值变动为负值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612,964.02  -100.00  
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

则，新增“信用减值损失”科目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249,124.58  -102.10 

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

则（与上年同期比较，本期 “资产减值损失”中不含坏账准备）及

本期存货跌价准备较上年同期减少共同影响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3,666.75  87.77 处置车辆形成损失 

营业外收入 92,777.38  -73.23 营业外收入减少 

营业外支出 329,378.13  -80.35 基期有债务重组损失影响,本期无 

所得税费用 46,498,687.38  203.85 收入、利润增长带动所得税费用增长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72,095.30 -194.80 
子公司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及境外二级子公司外

币报表折算差额共同影响 

年初至报告期末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元） 

变动比例 

（%） 
原    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62,146.27 -124.33 投资新建机器人总装厂房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772,323.86 -99.91 本期实际发放股利较上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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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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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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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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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管理

持有基金 
292,542,103.71 -1,829,710.78 5,494,446.61 839,050,000.00 882,750,150.32 79,142.196.55 254,336,400.00 

自有

资金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35,426,316.00 -600,000.00 -1,900,000.00    33,526,316.00 

自有

资金 

合计 327,968,419.71 -2,429,710.78 3,594,446.61 839,050,000.00 882,750,150.32 79,142.196.55 287,862,716.00 -- 

注：上表中的累计投资收益为公司开展现金管理业务以来，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并非本报告期收益，本报告期实现投资收

益 8,513,043.01 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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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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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超募资金 13,494 4,4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3,000 33,000 0 

合计 46,494 37,400 0 

注：上表中委托理财产品均为结构性存款，委托理财发生额，为报告期内公司持有该类委托理财单日最高余额，未到期余额

是指报告期末持有该类委托理财未到期余额合计金额。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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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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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1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cninfo.com.cn）  

2019 年 04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cninfo.com.cn）  

2019 年 04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cninfo.com.cn）  

2019 年 04 月 29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cninfo.com.cn）  

2019 年 05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cninfo.com.cn）  

2019 年 05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cninfo.com.cn）  

2019 年 07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cninfo.com.cn）  

2019 年 08 月 0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cninfo.com.cn）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cninfo.com.cn）  

2019 年 08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cninfo.com.cn）  

2019 年 08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cninfo.com.cn）  

2019 年 08 月 3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cninfo.com.cn）  

2019 年 09 月 0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cninfo.com.cn）  

2019 年 09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cninfo.com.cn）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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