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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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雪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夏玮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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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03,696,132.40 251,317,222.28 10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743,787.40 -8,282,090.87 -2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7,333,768.45 -21,453,677.12 19.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120,864.32 -80,390,534.23 17.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1 -0.0135 -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1 -0.0135 -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5% -0.48%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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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6,825,282.10 5,016,498,223.62 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87,500,353.89 2,398,315,591.61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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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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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6,405.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654.0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74,375.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702.42  

合计 6,589,98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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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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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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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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哲方哈工

智能机器人投

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99% 114,078,327 0 质押 79,239,990 

无锡联创人工

智能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11% 69,305,650 0 质押 43,581,701 

中南城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0% 22,075,050 0 质押 22,070,000 

杨志峰 境内自然人 2.81% 21,367,521 0  0 

江苏双良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9% 19,722,793 0  0 

李昊 境内自然人 2.28% 17,344,608 13,008,456  0 

哈工大机器人

集团（哈尔滨）

智能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0% 10,683,760 10,683,760 质押 10,683,760 

洪金祥 境内自然人 1.16% 8,806,927 0 质押 8,803,227 

深圳市康曼德

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康曼德

定增 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8% 6,669,300 0   

庄勇 境内自然人 0.82% 6,218,88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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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人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114,078,327 人民币普通股 114,07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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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联创人工智能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69,305,650 人民币普通股 69,305,650 

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2,075,050 人民币普通股 22,075,050 

杨志峰 21,367,521 人民币普通股 21,367,521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19,722,793 人民币普通股 19,722,793 

洪金祥 8,806,927 人民币普通股 8,806,927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康曼德定增 2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6,669,300 人民币普通股 6,669,300 

庄勇 6,218,887 人民币普通股 6,218,887 

洪群妹 5,780,886 人民币普通股 5,780,886 

康莉 5,496,700 人民币普通股 5,496,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与无锡联创人工智

能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股东洪金祥与股东洪群妹系夫妻关系，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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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股东庄勇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218,887 股。股东康莉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 5,21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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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本期金

额 

年初余额/上期金

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款项融资 71,467,732.78 106,588,580.45 -32.95%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所致 

预付款项 121,853,274.47 67,710,859.48 79.96% 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货款所致 

存货 1,024,973,881.94 1,149,155,399.67 -10.81% 主要系本期结转成本所致 

合同资产 401,337,544.66 260,516,816.46 54.05% 
主要系本期尚在履行中项目累计确认收入所

致 

在建工程 163,537,298.41 126,385,157.72 29.40% 主要系报告期内海宁厂房基建投入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

产 
33,531,160.82 26,393,550.96 27.04% 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减值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33,529,789.07 26,242,872.00 27.77% 主要系预付海宁我耀厂房基建工程款所致。 

短期借款 435,660,323.52 346,743,590.10 25.64% 主要系报告期内短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49,104,898.28 210,798,712.65 -29.27% 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4,448,894.45 24,463,914.96 -40.94% 主要系一季度支付员工上年度年终奖所致 

营业收入 503,696,132.40 251,317,222.28 100.42% 

主要系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和海外疫情的逐

步缓解，相较去年同期，本报告期国内业务

以及海外部分项目的实施及收入结转已恢复

正常，因此收入和毛利显著增加 

营业成本 445,466,721.31 215,831,650.50 106.40% 

主要系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和海外疫情的逐

步缓解，相较去年同期，本报告期国内业务

以及海外部分项目的实施及收入结转已恢复

正常，因此收入和毛利显著增加 

销售费用 12,551,550.01 6,070,101.37 106.78% 

主要系报告期内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和

海外疫情的逐步缓解，公司业务逐步恢复正

常，销售费用相应有所增加 

其他收益 2,425,725.61 110,464.71 2095.93% 
主要系报告期内确认的与经营相关的政府补

助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2,617,757.74 706,106.34 270.73%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货款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7,406,340.7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新确认收入所致 

营业外收入 7,491,895.35 18,226,186.42 -58.89% 主要系确认的与经营不相关的政府补助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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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所得税费用 -3,863,651.37 -1,296,816.02 197.93% 主要系报告期内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6,120,864.32 -80,390,534.23 -17.75% 

主要系报告期内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和

海外疫情的逐步缓解，公司业务逐步恢复正

常，较去年同期回款有所好转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6,577,986.16 -12,030,995.42 287.15%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基建工程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4,679,084.51 24,032,334.00 210.74% 主要系报告期内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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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江苏哈工海渡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股权投资事项 

嘉兴大直机器人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并购基金”）以现金5,400.00万元对

江苏哈工海渡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工海渡”）进行增资。哈工海渡第一大股东苏州工大工

业机器人有限公司向并购基金承诺，哈工海渡应实现2018至2020年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合计经审计净利润

36,000,000.00元，即业绩承诺期间合计承诺净利润。如业绩承诺期间合计承诺净利润未能实现，苏州工

大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应在2020年度结束后的六十个工作日内，就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间的

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向并购基金进行补偿。如哈工海渡未能完成业绩承诺期间合计承诺净利润的80%，

并购基金有权要求苏州工大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回购投资方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哈工海渡股权。该等回购系

并购基金的一项选择权。经审计后，哈工海渡未能完成业绩承诺期间合计承诺净利润的80%。截止报告日，

公司仍在推进哈工海渡的股权处置事项，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延迟期限、增加承诺业绩、回购、差额补足

等措施，尽最大努力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对哈尔滨工大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股权投资事项 

嘉兴大直机器人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并购基金”）以现金10,800万元对哈

尔滨工大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工特种”）进行增资。哈工特种股东哈工大机器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并购基金承诺，哈工特种应实现2018至2020年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合计经审计净利润

135,000,000.00元，即业绩承诺期间合计承诺净利润。如业绩承诺期间合计承诺净利润未能实现，哈工大

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在2020年度结束后的六十个工作日内，就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间

的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向并购基金进行补偿。如哈工特种未能完成业绩承诺期间合计承诺净利润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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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基金有权要求哈工大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投资方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哈工特种股权。该等回购

系并购基金的一项选择权。经审计后，哈工特种未能完成业绩承诺期间合计承诺净利润的80%。截止报告

日，公司仍在推进哈工特种的股权处置事项，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延迟期限、增加承诺业绩、回购、差额

补足等措施，尽最大努力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3、对江苏哈工药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事项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投并购基金拟参与竞标投资江苏哈工药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公司参与投资的嘉兴大直机器人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并购基金”）参

与竞标投资江苏哈工药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工药机”或“目标公司”），以现金3,600.00万

元对哈工药机增资。哈工药机第一大股东哈尔滨工大智慧工厂有限公司向并购基金承诺，哈工药机应实现

2018至2020年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合计经审计净利润30,000,000.00元，即业绩承诺期间合计承诺净利润。

如业绩承诺期间合计承诺净利润未能实现，哈尔滨工大智慧工厂有限公司应在2020年度结束后的六十个工

作日内，就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间的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向并购基金进行补偿。如哈工药

机未能完成业绩承诺期间合计承诺净利润的80%，并购基金有权要求哈尔滨工大智慧工厂有限公司回购投

资方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哈工药机股权。该等回购系并购基金的一项选择权。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对整个

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与影响，哈工药机的日常生产经营也因此受到了影响。经审计后，哈工药

机未能完成业绩承诺。目前全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哈工药机生产经营陆续恢复。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经

各方友好协商一致，为了促进哈工药机的持续健康运营，各方一致同意对业绩承诺进行延期。公司参与投

资的嘉兴大直机器人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哈尔滨工大智慧工厂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1日

签署《江苏哈工药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将本次业绩承诺期限延长一年至2021年，

同时将延长后的业绩承诺期间合计承诺净利润由3,000万元调增至3,300万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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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

投资

成本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

账面

价值 

本期

公允

价值

变动

损益 

计入

权益

的累

计公

允价

值变

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

期损

益 

期末

账面

价值 

会计

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

外股

票 

60073

3 

北汽

蓝谷 

180,7

00.00 

公允

价值

计量 

1,872,

720.0

0 

-45,3

60.00 

1,646,

660.0

0 

0.00 0.00 0.00 

1,827,

360.0

0 

其他

权益

工具

投资 

自有

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

资 
 --    0.00 0.00 0.00  -- -- 

合计 
180,7

00.00 
-- 

1,872,

720.0

0 

-45,3

60.00 

1,646,

660.0

0 

0.00 0.00 0.00 

1,827,

360.0

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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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1177〕号）核准，公司向2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47,613,238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4.6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90,829,953.84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10,625,310.34

元（不含增值税金额为10,023,877.68元）及审计费、律师费等其他发行费用3,090,000.00元（不含增值

税金额为2,915,094.30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77,114,643.50元（扣除不含增值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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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募集资金净额677,890,981.86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子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制造及人工智能

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汽车车身智能连接制造

系统产能建设项目 

40,862.60   30,329.06 

轻量化材料连接及人工

智能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24,387.40 22,582.40 

2 偿还银行借款 - 5,000.00 5,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 9,800.00 9,800.00 

合计  80,050.00 67,711.46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9,133.86万元，由于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制造及人工

智能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根据资金使用计划，公司的募集资金存在暂时闲置的情形。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经公司于2020年8月21

日召开的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如果募集资金使用期限届满或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加快时，公司将及时、足额地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经公司于2020年8月21日召开的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本数）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12个月、有保本承诺的银行保

本型理财产品，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质押。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投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该项议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根据公司董事会授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范围及其他相关要求，公司近日运用闲置

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了中国农业银行的结构性存款，具体情况如下: 

申购主体 签约机构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收

益率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是否赎

回 

赎回本金

（万元） 

投资收益

（万元） 

海宁哈工我

耀机器人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海宁支行 

“汇利丰”

2020年第6124

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保本浮动

利率 

10,000 3.25% 

或 

1.80% 

2020年9月

17日 

2021年4月

2日 

是 10,0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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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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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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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

资金  
10,000 10,000 0 

合计 10,000 1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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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01 月

26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机构投资者 

上市公司投

资者交流会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n）《2021 年 1 月 2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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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表》（2021-001） 

2021 年 02 月

04 日 
线上会议 其他 机构 机构投资者 

上市公司投

资者交流会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n）《2021 年 2 月 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2021-002） 

2021 年 03 月

26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分析师及机

构投资者 

上市公司投

资者交流会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

n）《2021 年 3 月 28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2021-003）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赵亮 

2021年 4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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