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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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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任会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莫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梅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17,072,846.48

-4.74

-4,309,822,203.45

-3,952,535,591.99

不适用

-22,704,759.0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4,017,011,099.0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上年度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274,360,810.32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108.28
比上年同期增减
（%）

319,011,818.98

586,551,024.72

-45.61

-357,286,611.46

-499,556,958.55

不适用

-331,951,673.13

-432,723,962.3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5

-0.48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5

-0.48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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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 说
（7－9 月）
金额（1-9 月）
明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0,540,424.8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
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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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876,596.47

-84,252,493.94

5,100,285.54

18,377,130.79

-10,776,310.93

-25,334,938.3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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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7,06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
总公司

159,595,731

15.42

66,115,593

冻结

66,785,593

国有法人

彭海帆

103,068,783

9.96

103,068,783

冻结

103,068,783

境内自然人

宁波兴远联融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33,057,851

3.19

33,057,851

冻结

33,057,851

其他

陈圆

13,223,140

1.28

13,223,140

冻结

13,223,140

境内自然人

南山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0,422,100

1.01

0

无

0

其他

鹏华基金－工商银行－鹏华基
金增发精选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10,247,933

0.99

10,247,933

无

0

其他

张广全

8,670,992

0.84

8,264,462

无

0

境内自然人

侯福海

8,398,901

0.8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鹏华基金－工商银行－鹏华基
金增发精选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8,350,000

0.81

8,350,000

无

0

其他

王国华

8,264,462

0.80

8,264,462

无

0

境内自然人

股份状态

股东性质

数量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

93,480,138

人民币普通股

159,595,731

南山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0,42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22,100

侯福海

8,398,901

人民币普通股

8,398,901

珠海中珠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181,828

人民币普通股

6,181,828

孙文礼

5,478,905

人民币普通股

5,478,905

胡林荣

4,433,900

人民币普通股

4,433,900

王秀丽

3,52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21,000

洪青

3,2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56,000

欧亚东

2,9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988,800

郭增凤

2,8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7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工大
高总与其他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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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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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单位:元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
减（%）

变动原因

3,065,003.03

12,571,445.57

-75.62

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预付的租金
转成本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31,838.49

8,022,301.44

-92.12

系本报告期已支付完毕去年计提
的职工薪酬所致

预收款项

431,734.98

68,613,933.83

-99.37

系会计政策变更，会计科目发生
变化所致

合同负债

57,857,814.05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75,000,000.00

预付账款

系会计政策变更，会计科目发生
变化所致
12,000,000.00

525.00

系公司之子公司的长期借款一年
内到期的金额同比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项目

营业收入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单位：元
本期数（2020 年
1-9 月）

上年同期数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变动原因

319,011,818.98

586,551,024.72

-45.61

公司为响应疫情防控工作整体安
排，在本报告期内商场特定期间
暂停营业、对商户实施租金减免
政策，以及恢复营业后商场客流
量减少，导致了营业收入下降。

13,443,837.41

21,370,490.75

-37.09

主要系营业收入减少导致相应税
金减少。

-60.83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商场特定期间
暂停营业及营业时间缩短导致水
电气费用同比降低，同时疫情也
导致公司减少了营销活动。

53,933,748.25

137,701,2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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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232,992,211.44

资产处置收益

40,540,424.82

信用减值损失

2,418,569.97

405,154,887.69

-42.49

主要系汉柏科技有限公司本期已
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系报告期处置资产产生收益所致

7,721,964.46

-68.68

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回大额往来款
项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本期数（2020 年
1-9 月）

项目

上年同期数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704,759.01

274,360,810.32

-108.28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882,933.42

-79,209,487.48

不适用

3.2

变动原因
主要系上年同期往来款项收回所
致
主要系本期处置资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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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事项
1、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大高新”、“公司”）关联方哈
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大集团”）于 2020 年 6 月和 8 月总计偿还公司资金占
用本金金额为 675 万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资金占用本金余额为 7.71 亿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为控股股东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工大
高总”）及关联方工大集团违规担保本金余额为 32.46 亿元。其中，北京新华富时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富时”）与工大集团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已判决，工大高新对工大集团不能
清偿判决所确定债务的部分，向新华富时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工大高新承担赔偿责任后，
有权向工大集团追偿；深圳市彼岸大道贰拾柒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彼
岸”）与工大集团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已判决，深圳彼岸自愿撤销对工大高新的起诉。公司前期已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在以前年度确认了上述担保的本金及相关费用。其中，对新华富
时担保累计计提预计负债金额为 3.70 亿元；对深圳彼岸担保累计计提预计负债金额为 2.79 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4 日、2020 年 9 月 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的监
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4、2020-086）。
因上述案件尚未执行完毕，暂时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最终影响；公司担保
责任是否能够解除，需关注工大集团后续是否能够全额清偿。
2、资产注入承诺事项
2019 年 4 月 26 日，控股股东工大高总向公司出具了《承诺》。由于 2019 年年底前未能完成
资产注入事项，工大高总拟将承诺截止日期延期至 2020 年年底前。2020 年 3 月 30 日，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否决了《关于控股股东延期履行承诺的议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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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总尚未履行承诺，公司已于近期再次向工大高总发函询问进展，尚未收到回复。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3、立案调查事项
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
知书》（编号：黑调查字[2018]25 号）。2020 年 10 月 2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黑龙江证监
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
龙江证监局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处以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相关内
容，公司可能面临投资者诉讼的风险。
4、巡船胡同事项
公司 2018 年清查中发现公司于 1996 年 7 月 11 日与北京发亚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发亚”）签订了《楼宇及房产转让协议》，公司以人民币 2080 万元购买北京发亚拥有的土地及
房产。经查实，此房产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巡船胡同 16 号，土地使用面积 3,220.54 ㎡，地上建
筑物面积 6,050.00 ㎡。2005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将此资产提供给哈尔滨工大集团老年公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老年公寓”）无偿使用。为维护公司利益，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终止老年公
寓无偿使用该房产；2020 年 6 月，老年公寓已将该房产的使用权移交公司。因公司与老年公寓协
商补偿无偿使用期间费用未达成一致意见，公司已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向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送达的司法文书，公司将继续跟进诉讼进展并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重大信息报告工作，对下属分、子公司下发了《关于加强学习<重
大信息报告制度>及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分子公司信息披露合规性的通知》，要求下属分、子公司
及控股股东加强学习并进行自查，保证公司重大信息的快速传递、归集和有效管理，及时、准确、
全面、完整地披露。同时，公司持续加强了内部控制管理，按照公司内部审计监察管理制度，开
展常规性巡查整改。公司将继续督促管理层依法合规运作，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
针对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和资产注入事项，公司已多次发函督促关联方工大集团对资金占用
和违规担保事项列出还款安排，加快推进解决公司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督促控股股东及时
履行资产注入承诺，保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则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1、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因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2018 年度、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1.1
条、第 14.1.3 条和第 14.1.7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5 月 29 日起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
上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1 条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
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第 14.1.1 条的第（一）项至第（四）项的标准，股票被暂停上市
后，公司披露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
低者为负值、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营业收入低于 1,000 万元或者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等四种情形之一的，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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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风险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商业服务业。近年来，商业服务业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实体店受电商
影响也日益严重，报告期内因疫情原因对零售业、服务业、娱乐性行业影响较大，公司主营业务
商业服务业也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和挑战，公司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另外，公司受债务逾期、
诉讼及仲裁案件的影响，公司基本账户在内的多个账户被冻结，公司持有子公司股权和资产被查
封，公司及子公司到期的银行借款等存在无法支付本金及利息风险，存在被强制执行风险和一定
财务风险。同时，公司目前涉及诉讼事项较多，诉讼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出现不利于公司的
生效判决，有可能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融资难度
大、流动性短缺，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构成影响，存在一定财务风险。
3、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不能全部解决的风险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资金占用本金余额为 7.71 亿元；为控股股东工大高总及关联方工大
集团违规担保本金余额为 32.46 亿元，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后续能否全额清偿存在不确定性。
4、控股股东资产注入承诺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
鉴于工大集团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解决方案的推进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政策调整、宏
观经济形势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依然存在解决方案无法正常实施、资产注入承诺无法正常履
行的风险，出于以上原因，公司认为工大高总向公司注入资产事项后续能否成功实施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资产注入存在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注入承诺
2019年4月26日，控股股东工大高总向公司出具了《承诺》。由于2019年年底前未能完成资产
注入事项，工大高总拟将承诺截止日期延期至2020年年底前。2020年3月30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否决了《关于控股股东延期履行承诺的议案》。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尚未履行承诺，
公司已于近期再次向控股股东发函询问进展，尚未收到回复。
2、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承诺
根据公司与彭海帆、工大高总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彭海帆和工大高总承诺汉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柏科技”）2016年、2017年和
2018年实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3,100万元、
27,800万元和33,100万元；如果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的净利润，彭海帆应就未达到预
测净利润部分的92%、工大高总应就未达到预测净利润部分的8%对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彭海帆
拥有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应自筹现金补偿。汉柏科技2018年度的净利润大幅度下降且为负值，未
能完成2018年业绩承诺，应就协议约定履行补偿义务。由于彭海帆、工大高总所持公司股份处于
质押或轮候冻结状态，且彭海帆和工大高总均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司无法向业绩承诺方定向
回购其股份并注销。彭海帆股份补偿不足部分，亦没有能力现金补偿。
2019年11月和12月公司分别就彭海帆和工大高总股份补偿事宜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2020年4月，公司再次就彭海帆和工大高总股份补偿事宜向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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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立案后，公司诉彭海帆股份补偿案件已裁定移送至天津市滨海新区
人民法院审理，目前尚未收到法院送达的司法文书；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与工大高总案尚未
开庭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8月20日、2020年9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
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1、2020-089）。彭海帆、工大高总后续能
否业绩补偿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其他承诺
2017年1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厦门信托借款
并作为特定原始权益人发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议案》公司承诺在专项计划存续期内每一个资金
确认日，若专项计划内的资金余额按照约定的分配顺序不足以支付当期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预期
支付额时，对专项计划资金不足以支付各期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预期支付额的差额部分承担支付
义务。因公司出现债务逾期、资金紧张等多重因素影响，承诺未履行。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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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累计净利润为亏损，主要原因为公司收入减少，但融资产生的利
息费用等及由诉讼导致的利息及延迟履行金费用仍需按时计提，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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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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