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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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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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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4,489,538.46 4,041,154,116.28 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93,818,443.21 2,290,352,360.75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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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421,709.88 10.80% 1,357,054,385.31 2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3,640,405.92 23.15% 329,995,544.42 3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2,219,255.26 30.56% 317,232,064.07 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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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306,905.83 -84.16% 41,402,369.91 -77.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14 23.21% 0.3227 32.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14 23.21% 0.3227 32.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2% 0.46% 13.83%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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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9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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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2,9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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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6,678.08 现金管理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53,616.8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68,647.8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70,934.08  

合计 12,763,480.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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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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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 226,135,000 0   

邓喜军 境内自然人 9.31% 95,206,362 77,479,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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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春 境内自然人 8.09% 82,696,357 65,772,268 质押 16,053,400 

王春钢 境内自然人 5.61% 57,394,047 47,695,535   

蔡志宏 境内自然人 4.96% 50,677,029 0   

蔡鹤皋 境内自然人 4.89% 50,000,000 37,500,000   

国海证券－浦发银行－国海证券

虑远 105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00% 20,450,000 0   

成芳 境内自然人 1.53% 15,607,985 0   

谭建勋 境内自然人 1.51% 15,432,533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8% 13,07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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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工业大学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26,1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135,000 

蔡志宏 50,677,029 人民币普通股 50,677,029 

国海证券－浦发银行－国海证券虑远 1058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20,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50,000 

邓喜军 17,726,590 人民币普通股 17,726,590 

张玉春 16,924,089 人民币普通股 16,924,089 

成芳 15,607,985 人民币普通股 15,607,985 

谭建勋 15,432,533 人民币普通股 15,432,53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079,420 人民币普通股 13,079,420 

蔡鹤皋 1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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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上表中股东邓喜军、张玉春、王春钢、蔡鹤皋四人依据《一

致行动协议》保持对公司的共同控制关系；成芳、谭建勋为公司发起人股

东，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蔡志宏为蔡鹤皋之子、成芳为王春钢妻妹、刘美霞为张

玉春配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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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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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  358,425,244.34  36.22% 本期收到的以承兑汇票结算货款方式的金额增加 

应收账款 689,469,421.58  46.95% 收入增长带动应收账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240,019,218.52  -36.60% 
本期购买的计入其他流动资产的现金管理类银行理财产品

减少 

在建工程  8,279,034.09  -75.84% 
主要系机器人总装厂房在本期完工投入使用并转入固定资

产，在建工程期末余额减少 

长期待摊费用  16,040.14  -64.29% 本期摊销，摊余价值减少 

短期借款 15,000,000.00  66.67% 主要系子公司南京葛瑞银行短期借款增加 

预收账款 129,999.98  -99.99% 
本期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客户的款项中不含

税金额计入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17,934,457.04  -61.06% 上年末计提的2019年度年终奖在2020年1月发放，余额减少  

应交税费  49,512,959.59  57.56% 期末计提的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增加 

其他应付款  2,605,025.88  -43.33% 主要系上年末应转拨国家项目拔款在本期拨付 

合同负债 1,351,675,756.02  100% 
公司本期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客户的款项中不含

税金额计入新设的合同负债科目 

其他流动负债  53,180,435.53  100% 

因本期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客户的款项中待转

的增值税销项税在本项目列示，以及将已背书转让尚未到

期的商业承兑汇票列示在本项目中 

资本公积  154,755,282.47  50.58% 
本公司联营企业本期进行股权融资增加资本公积，本公司

相应确认资本公积 

少数股东权益 138,111,403.50 66.74% 控股子公司净利润增长，少数股东所占权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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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费用  42,902,560.37  -44.41% 
本期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原销售费用中核算的运

费、包装费计入合同履约成本科目 

财务费用     2,170,230.57  -37.30% 主要受汇兑损益影响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9,091,512.26  134.54% 主要为被投资企业盈利增长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3,832,495.68 629.38% 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同比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2,608,501.13 1,147.07% 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同比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87,063.70  -752.66%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形成的损失额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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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37,944.09  -59.10% 本期营业外收入减少 

营业外支出  2,571,048.93  680.58% 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同比增加 

所得税费用  72,895,068.53  56.77% 收入、利润增长带动所得税费用增长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29,995,544.42  32.11% 收入增长带动净利润增长 

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56,771,058.77  227.24% 控股子公司净利润增长，少数股东分享权益增加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997,044.67  569.18% 境外二级子公司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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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402,369.91  -77.58% 
受COVID-19疫情影响，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减少，用户以承兑汇票结算的方式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970,701.12  1194.09% 主要受现金管理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810,952.63  -88.24% 主要为本期分配现金股利额同比增加 

注：上表中“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是本期末与上年度期末余额相比增减变动幅度超过 30%的项目，“年初至报告期末

合并利润表项目”及“年初至报告期末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是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幅度超过 30%的项目。本期是

指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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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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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及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全部使用完毕，并完成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注销。详见《董事会关于2020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39）、

《关于注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 

六、对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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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合同订立公司方 

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 

名称 
合同标的 披露日期 

合同总金额 

（万元） 

（注 1） 

合同履行的 

进度 

本期及累计确

认的销售收入

金额（万元） 

（注 2） 

应收账款回

款情况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神华煤制油

化工有限公司榆

林化工分公司 

双聚产品及副产硫酸铵

包装运营 
2015 年 08 月 08 日 50,000.00  

合同期限为 7

年，合同期内

正常履行 

本期 3,972.09 /

累计 31,686.86  

累计回款达

累计执行合

同 金 额 的

90%以上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神华煤制油

化工有限公司新

疆煤化工分公司 

双聚、硫磺、硫酸铵产品

包装一体化托管运营业

务 

2016 年 03 月 30 日 65,000.00  

合同期限为 7

年，合同期内

正常履行 

本期 6,141.67/

累计 28,252.32  

累计回款达

累计执行合

同 金 额 的

90%以上 

哈尔滨博奥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华东

设计分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乌鲁木齐石化分

公司 )工艺技术专有设

备、专利特许和工艺包工

程设计 

2017 年 06 月 21 日 4,859.45  

设备已完成交

付，并确认收

入；专利特许

和工艺包工程

设计待验收 

本期 0/  

累计 3,541.84  

合同回款在

90%以上 

P&P Industries AG 
中国寰球工程有

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大庆炼化分公司)

专有设备、催化剂、工艺

包 

2017 年 07 月 13 日 5,386.00  

专有设备、催

化剂、工艺包

都 已 完 成 交

付，并确认收

入 

本期 5,522.40/ 

累计 5,522.40

（已全部确认

收入，与“合

同总金额”差

额 为 汇 率 影

响） 

合同回款在

80%~90%间 

哈尔滨博奥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华东

设计分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锦州石化分公司)

工艺技术专有设备、专利

2017 年 08 月 17 日 5,454.10  

设备已完成交

付，并确认收

入；专利特许

本期 0/  

累计 4,033.54  

合同回款在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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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和工艺包工程设计 和工艺包工程

设计待验收 

P&P Industries AG 
中国石化国际事

业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齐鲁分公司)专有设

备和工艺包 

2017 年 08 月 18 日 4,698.00  

设备已完成交

付，并确认收

入；工艺包待

验收 

本期 0/ 

累计 3,620.57  

合同回款在

90%以上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硫磺回收装置硫磺称重

包装码垛成套设备、乙烯

公用工程 FFS 包装码垛

成套设备 

2017 年 08 月 29 日 9,730.00  
完成验收并确

认收入 

本期 7,735.04/

累计 7,735.04  

合同回款在

70%~80%间 

P&P Industries AG 
中国石化国际事

业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

3 万吨/年废酸再生装置

专有设备、工艺包设计 

2018 年 02 月 08 日 4,127.00  

已安装调试完

毕，处于试运

行阶段 

尚未确认收入 
合同回款在

80%~90%间 

哈尔滨博奥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P&P 

Industries AG 

兰州寰球工程有

限公司、中国寰球

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分公

司）国 VI 油品质量升级

项目-炼油厂烷基化装置

改造 1.6 万吨/ 年废酸再

生单元专利专有设备、催

化剂 

2018 年 03 月 24 日 3,883.70  

专有设备、催

化剂都已完成

交付，并确认

收入 

本期 3,624.41/ 

累计 3,624.41

（已全部确认

收入，与“合

同总金额”差

额为汇率及增

值税影响） 

合同回款在

90%以上 

P&P Industries AG 
山东昌邑石化有

限公司 

10 万吨/年废酸再生装置

专有设备、催化剂、专利

许可及工艺包 

2018 年 03 月 27 日 10,566.00  
已部分货到现

场 
尚未确认收入 

合同回款在

80%~90%间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 

"下卡姆斯克石化

总厂"公众持股公

司 

溶聚丁苯后处理生产线、

溶聚丁苯+SBS 可切换后

处理生产线 

2018 年 03 月 31 日 4,765.00  

已全部货到现

场，并完成安

装 

尚未确认收入 
合同回款在

90%以上 

P&P Industries AG 
中国石化国际事

业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3 万吨/年废

酸再生装置专有设备、工

艺包设计 

2018 年 04 月 03 日 4,143.00  

设备已完成交

付，并确认收

入；工艺包待

验收 

本期 3,248.79/ 

累计 3,248.79 

 

合同回款在

80%~90%间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宝来化工有

限公司 

包装码垛设备、拉伸套膜

包装机 
2018 年 06 月 05 日 7,485.40  

已全部货到现

场 并 完 成 安

装，处于试运

行阶段 

尚未确认收入 
合同回款在

60%~70%间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集团物

资有限公司 

包装码垛设备及大袋包

装机 
2018 年 10 月 23 日 8,258.90  

已全部货到现

场，处于调试

阶段 

尚未确认收入 
合同回款在

80%~90%间 

哈尔滨博奥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P&P 

Industries AG 

山东京博众诚清

洁能源有限公司 

3万吨废酸再生装置专有

设备及工艺包设计 
2018 年 12 月 25 日 4,989.03  

已全部货到现

场，处于安装

阶段 

尚未确认收入 
合同回款在

70%~80%间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 北京石油化工工 包装码垛机组及配套输 2019 年 01 月 25 日 4,020.00  已全部货到现 尚未确认收入 合同回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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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程有限公司 送机 场，已安装完

成 

60%~70%间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包装码垛机组 2019 年 01 月 26 日 5,540.00  

已全部货到现

场 并 完 成 安

装，处于调试

阶段 

尚未确认收入 
合同回款在

60%~70%间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 

中化泉州石化有

限公司 

聚烯烃成品包装及立体

仓库全自动称重、包装、

码垛、套膜系统 

2019 年 03 月 23 日 5,761.40  

已全部货到现

场 并 完 成 安

装，处于调试

阶段 

尚未确认收入 
合同回款在 

50%~60%间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渤化化工发

展有限公司 

包装码垛及物流输送系

统 
2019 年 03 月 30 日 4,096.00  

已全部货到现

场 
尚未确认收入 

合同回款在

60%~70%间 

哈尔滨博奥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 

盛虹炼化（连云

港）有限公司 

废酸再生装置专有设备、

专利许可与工程设计（不

包含催化剂） 

2019 年 05 月 15 日 4,257.94  
已部分货到现

场 
尚未确认收入 

合同回款在

40%~50%间 

哈尔滨博奥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P&P 

Industries AG 

蓝星安迪苏南京

有限公司 

蓝星安迪苏二期 18万吨/

年液体蛋氨酸项目湿法

制硫酸单元 

2020 年 03 月 24 日 4,355.85  
处于设计生产

阶段 
尚未确认收入 

合同回款在 

10%以下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包装码垛设备（含包装码

垛设备嵌入式软件）、大

袋包装机（含大袋包装机

嵌入式软件）、拉伸套膜

包装机（含拉伸套膜包装

机嵌入式软件）、合成橡

胶后处理设备（含合成橡

胶后处理设备嵌入式软

件）、合成橡胶脱水机（含

合成橡胶脱水机嵌入式

软件）、合成橡胶干燥设

备（含合成橡胶干燥设备

嵌入式软件） 

2020 年 09 月 11 日 25,475.40  
处于生产加工

初期 
尚未确认收入 

合同回款在 

10%以下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新冶能源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中泰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 

（高温）炉前作业机器人

（含（高温）炉前作业机

器人嵌入式软件）、捣炉

机器人（含捣炉机器人嵌

入式软件） 

2020 年 09 月 28 日 10,160 .00 

部分先置生产

测试设备已验

收并确认收入 

本期 3,969.03/

累计 3,969.03  
暂未回款 

注 1：上表中两个运营服务合同约定的运营期限为七年，“合同总金额”为依据年合同额估算的金额；P&P Industries AG

签订的合同以欧元计价，上表中该类合同“合同总金额”为相应合同公告时依据当时汇率折算为人民币测算的金额；上表中

“合同总金额”为含税金额，因增值税率下调，上述部分重大合同含税金额可能发生相应变更，对不含税金额（销售收入）

无影响。 

注 2：上表中“本期”为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9月 30日；P&P Industries AG签订的合同，最终确认收入折算为

人民币的金额受当期汇率影响。 

特别提示：公司产品交货后，通常需要进行运行测试并经用户验收才能确认销售收入，按计划交货后并不必然能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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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确认销售收入；另公司产品实际发货、运输及交货日期，要根据用户的现场条件（如基建、场地条件），与用户协商确定。

现场如果不具备交货条件，实际的交货时点可能晚于合同约定的时点。如果因客户延迟收货、不可抗力等原因而造成的公

司延期交货，不构成公司违约。以上请投资者特别留意。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 30%以上 

□ 适用 √ 不适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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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 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3,000 51,000 0 

合计 57,500 51,000 0 

注：上表中委托理财产品为公司开展现金管理业务，而持有的结构性存款，委托理财发生额，为本期内公司持有该类委托理

财单日最高余额，未到期余额是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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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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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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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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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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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

索引 

2020 年 02 月 09 日 不适用 电话沟通 机构 

太平洋证券、交银施罗德基金、南方基金、

融通基金、兴全基金、华安基金、富安达

基金、诺安基金、金信基金、天弘基金、

彤源投资、新华基金、兴业基金、兴业证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未提供书面资料 

详见巨潮资讯网

（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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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银华基金、金鹰基金、华富基金、汇

丰晋信、诺德基金、富国基金、安信基金、

泰康资产、招商基金 

2020 年 02 月 18 日 不适用 电话沟通 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中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商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相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水务投

资有限公司、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琛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融捷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晨骏资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榜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趣时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衡州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汇添

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华财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仁桥（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宁

拾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未提供书面资料 

详见巨潮资讯网

（cninfo.com.cn） 

2020 年 03 月 12 日 不适用 网络会议 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鹏

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建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平安

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未提供书面资料 

详见巨潮资讯网

（cninfo.com.cn） 

2020 年 03 月 26 日 不适用 网络会议 机构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资产管

理部、中小市值、深圳丰岭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仁桥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沣谊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奥凯投资有限公司、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

司、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招商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

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弘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中国农业银行理财子公司、中视领

成投资中心（普通合伙）、中国人寿养老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观复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天风天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望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中金蓝

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易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上海富善投资有限公司、上

海聚劲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胤狮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旭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湘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满风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景熙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宽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未提供书面资料 

详见巨潮资讯网

（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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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厦门中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睿亿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江苏银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江苏恒

道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汇蠡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华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未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湖南源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汉和汉

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海尔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丰

和正勤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东方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神农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嘉怡财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鼎萨投资有限公司、Oasi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BNP 

Paribas Asset Management 

2020 年 04 月 14 日 不适用 电话沟通 机构 

新时代证券、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

夏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商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敏一投资、华富基金、富安达基金、

中信证券、银河基金、华商基金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未提供书面资料 

详见巨潮资讯网

（cninfo.com.cn） 

2020 年 04 月 21 日 不适用 电话沟通 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

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民森投资有限

公司、深圳睿泽资本有限公司、兴全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亘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琛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银华基

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华基金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新疆安恒德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华夏财富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锦悦

恒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沃珑港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未提供书面资料 

详见巨潮资讯网

（cninfo.com.cn） 

2020 年 04 月 22 日 不适用 电话沟通 机构 新时代证券、新华基金、华富基金、犀牛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详见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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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中信建投、国信证券、上海银叶投

资 

未提供书面资料 （cninfo.com.cn） 

2020 年 04 月 28 日 不适用 电话沟通 机构 
太平洋证券、金信基金、 暖流资产、泰

旸资产、中阅资本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未提供书面资料 

详见巨潮资讯网

（cninfo.com.cn） 

2020 年 06 月 01 日 不适用 电话沟通 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汇融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琛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睿泽资本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经纶纵横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华道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广东恒

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亘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未提供书面资料 

详见巨潮资讯网

（cninfo.com.cn） 

2020 年 06 月 15 日 不适用 电话沟通 机构 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未提供书面资料 

详见巨潮资讯网

（cninfo.com.cn） 

2020 年 06 月 23 日 不适用 电话沟通 机构 Fidelity International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未提供书面资料 

详见巨潮资讯网

（cninfo.com.cn） 

2020 年 07 月 20 日 不适用 电话沟通 机构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高国际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未提供书面资料 

详见巨潮资讯网

（cninfo.com.cn） 

2020 年 08 月 27 日 不适用 电话沟通 机构 
太平洋证券、中阅资本、银帆投资、平安

银行、复星集团、诺德基金、富安达基金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未提供书面资料 

详见巨潮资讯网

（cninfo.com.cn） 

2020 年 08 月 28 日 不适用 电话沟通 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琛晟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望正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藏

源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富安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OASIS MANAGEMENT (HONG KONG)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未提供书面资料 

详见巨潮资讯网

（cninfo.com.cn） 

2020 年 09 月 01 日 不适用 电话沟通 机构 Fidelity International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未提供书面资料 

详见巨潮资讯网

（cninfo.com.cn） 

2020 年 09 月 30 日 
公司二楼

202 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兴

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兴证全球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未提供书面资料 

详见巨潮资讯网

（cninfo.com.cn） 

注：电话沟通及网络会议由调研机构组织，通过其会议系统完成，参会单位及人员名单由调研机构提供。受会议形式限

制，公司无法保证参会单位、人员的完整性、准确性。参会人员名单详见巨潮资讯网（cninfo.com.cn）。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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