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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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谢文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千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武丽民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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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3,158,341.81 3,893,019,720.66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737,282,834.60 1,679,116,868.59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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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850,479.30 2.58% 1,431,770,423.11 2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2,237,660.49 -9.50% 46,021,677.42 5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30,784.47 -98.19% 38,545,532.78 -20.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00,773,064.11 209.83% 101,614,641.72 144.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0% 0.04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0% 0.04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4% -0.55% 2.70%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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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5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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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1,333.17 政府补贴、对企业扶持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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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6,536.42 
公司持有的安东集团股票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632,837.4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78,5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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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77,182.49  

合计 7,476,144.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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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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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松 境内自然人 10.80% 115,661,850 115,661,850 质押 115,540,000 

长沙水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02% 107,275,951    

白明垠 境内自然人 8.34% 89,347,800 83,073,000 质押 73,561,850 

肖荣 境内自然人 5.76% 61,723,912 61,723,912 质押 61,670,000 

王毅刚 境内自然人 0.80% 8,613,000 8,613,000   

王全 境内自然人 0.71% 7,575,187 7,575,187   

杨飞跃 境内自然人 0.60% 6,417,100    

史瑞祥 境内自然人 0.51% 5,416,000    

张文灿 境内自然人 0.41% 4,425,500    

孙伟杰 境内自然人 0.29% 3,063,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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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107,275,951 人民币普通股 107,275,951 

杨飞跃 6,417,100 人民币普通股 6,417,100 

白明垠 6,274,800 人民币普通股 6,274,800 

史瑞祥 5,4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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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灿 4,425,500 人民币普通股 4,425,500 

孙伟杰 3,063,898 人民币普通股 3,063,898 

王潮彬 2,9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2,914,200 

吴小兵 2,675,959 人民币普通股 2,675,959 

张远航 2,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0,000 

金建芳 2,006,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6,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2019 年 5 月 9 日，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水业”）与公司共同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松、白明垠、肖荣、股东潘峰、王毅刚、王全、孙河生、张海汀、

李雪（以下简称“转让方”）签署了《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与黄松、白明垠、肖荣、

潘峰、王毅刚、王全、孙河生、张海汀、李雪关于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控制

权变更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控制权变更框架协议》”）、《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黄松、肖荣、潘峰、王毅刚、王全、孙河生、张海汀、李雪关于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长沙水业拟受

让转让方合计持有的公司 10.02%股份；同时黄松将其剩余持有的公司 10.80%股份所对

应的表决权全部委托给长沙水业行使，委托期限自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或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或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完成而长沙水业放弃进一步从转让方购

买股权成为控股股东三者孰早止（因非公开发行或长沙水业进一步从转让方购买股权办

理的原因，可延长 12 个月）；黄松、白明垠、肖荣于前述股权转让过户及表决权委托

完成当日自动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2019 年 8 月 2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

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协议转让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完成，过户日期为 2019 年 8 

月 19 日。根据《控制权变更框架协议》约定，黄松、白明垠、肖荣于前述股权转让过

户及表决权委托完成当日自动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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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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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 

1、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64.23%，主要系报告期内票据到期收回货款所致； 

2、预付款项较年初减少33.90%，主要系报告期内按合同约定，收到供应商及分包商发票，冲减预付所致； 

3、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197.36%，主要系报告期内威县污水处理厂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45.13%，主要系报告期内发放2018年度奖金所致； 

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1,912.00%，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重分类所致； 

6、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51.10%，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了到期票据所致； 

7、长期应付款较年初减少41.72%，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重分类所致； 

8、递延收益较年初增加65.00%，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9、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增加73.32%，主要系报告期内汇率变动所致； 

10、未分配利润较年初增加40.20%，主要系报告期内净利润增加所致。 

（二）损益表项目分析 

1、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274.18%，主要系报告期内汇兑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2、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37.68%，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定期存款减少所致； 

3、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2,838.08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所致； 

4、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57.63%，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大所致； 

5、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104.19%，主要系上年同期出售泛华能源100%股权所致； 

6、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96.74%，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持有的安东集团股票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7、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73.84%，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较大所致； 

8、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852.71%，主要系报告期内违约金增长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分析 

1、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增长51.44%，主要系报告期内海外项目回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增长20.22%，主要系公司在手订单数量较上年同期增长，海外大项目前期垫付的工程

采购款增加较大所致； 

3、投资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下降99.17%，主要系上年同期出售安东DMCC40%股权及泛华能源100%股权收到交易

款项所致； 

4、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下降76.66%，主要系报告期投资活动减少所致； 

5、筹资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下降24.30%，主要系报告期内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6、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下降7.71%，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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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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合同进展情况 

（1）公司与PETRONAS Carigali Iraq Holding B.V.就伊拉克Garraf油田三期原油井间集输EPCC项目签订《工程总承包合

同》，合同金额为5,948.10万美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以下以人民币计算）已确认销售收入39,771.74万元，应收账款

12,193.59万元，回款28,535.92万元。 

（2）公司与PetroChina International Iraq FZE Iraq Branch就伊拉克哈法亚油田2018年-2021年原油处理设备供应项目签订

合同，合同金额为2,809.37万美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以下以人民币计算）已确认销售收入13,111.89万元，应收账款

3,301.63万元，回款10,346.72万元。 

（3）公司与OPIC AFRICA Corporation Chad Branch就乍得ORYX 油田 BOC III 区块地面系统 EPCIC 项目签订合同，

合同金额为14,855.80万美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以下以人民币计算）已确认销售收入61,494.02万元，应收账款6,392.98

万元，回款55,160.30万元。 

（4）公司与POLY-GCL Petroleum Investments Limited Ethiopian Branch就埃塞俄比亚天然气集输及处理EPCC项目签订

合同，合同金额311,584,659.00美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尚未正式开工。 

（5）公司与LUKOIL MID-EAST LIMITED就伊拉克西古尔纳油田DAMMAM分散注水设施EPC项目签订合同，合同金

额为2,698.91万美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以下以人民币计算）已确认销售收入2,193.84万元，应收账款2,215.02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回款。 

（6）公司与PETRONAS Carigali Iraq Holding B.V.就伊拉克Garraf油田水处理EPCC项目签订合同，合同金额为3,175.00

万美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以下以人民币计算）已确认销售收入2,061.34万元，应收账款1,434.80万元，回款626.54万

元。 

2、其他重大事项查询索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签订伊拉克 Garraf 油田水处理 EPCC 

项目重大经营合同 
2019 年 07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HBP2019-050 号公告 

“16 华油 01”公司债券兑付并摘牌 2019 年 08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 HBP2019-057 号公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完成 2019 年 08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 HBP2019-058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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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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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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291,754,56

9.84 
6,663,056.40 -58,805,853.84   

1,699,205.8

0 

232,948,716

.00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23,898,433

.74 
-2,997,532.83 17,724,973.62    

41,623,407.

36 
自有资金 

合计 
315,653,00

3.58 
3,665,523.57 -41,080,880.22 0.00 0.00 

1,699,205.8

0 

274,572,123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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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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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谢文辉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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