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股票代码：000988

公告编号：2012-43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熊新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含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王霞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2011.12.31

总资产（元）

3,799,325,458.89

3,664,706,141.36

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2,613,666,666.51

2,531,044,733.70

3.26%

891,116,632.00

445,558,316.00

100%

2.93

5.68

-48.42%

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2012 年 7-9 月
营业总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413,274,037.45

-24.61%

1,317,989,717.64

-22.87%

17,960,981.03

-44.9%

146,027,527.94

-29.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59,541,905.66

-573.0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0.07

-333.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50%

0.1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50%

0.16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0.61%

5.67%

-4.5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5%

-0.78%

2.31%

-5.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说明

60,003,459.73 1、公司于 2012 年 1 月将持有武汉锐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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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激光器技术有限公司 13.3%的股权以
7360 万元转让给中国三江航天集团公司，
取得投资收益 6526.12 万元。 2、公司于
2012 年 1 月收到 83 万元持有湖北长欣投资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 股权的清算款，确
认投资损失 208.46 万元。3、公司在本报
告期处置固定资产等非流动资产确认处置
损失 317.31 万元。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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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主
要是各级政府对公司在技术创新、研发项
30,720,104.98
目产业化、人才引进、促进企业扩大再生
产等方面给予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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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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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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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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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5.77

所得税影响额

-4,203,669.65

合计

86,488,998.21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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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5,025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336,756,398 人民币普通股

336,756,398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37,546,620 人民币普通股

37,546,620

佳木斯兴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14,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00,000

昆明盛世景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00,00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

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

武汉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898,038 人民币普通股

10,898,038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体分红-018L-FH001
深

8,372,600 人民币普通股

8,372,600

中海基金公司－深发－中海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

5,662,073 人民币普通股

5,662,073

中国建设银行－广发内需增长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40,400 人民币普通股

5,040,400

股东情况的说明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货币资金

期末余额
460,487,272.98

上年余额
667,579,279.44

增减率
-31.02%

应收票据

95,891,308.49

150,234,340.34

-36.17%

应收账款

816,756,378.15

670,765,212.49

21.76%

预付款项

218,834,657.65

141,775,300.63

54.35%

在建工程

131,853,379.69

40,915,795.63

222.26%

开发支出

118,279,943.08

87,892,416.50

34.57%

预收款项

40,784,869.42

68,706,191.99

-40.64%

变动原因
主要是定向增发项目持续投入引起资
金减少。
主要是本期到期和背书转让的应收票
据较多所致。
主要是本期回款期较长的大客户销售
增长所致。
主要是本期预付工程款、设备款、原
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主要是本期项目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主要是本期公司持续进行技术研发投
入所致。
主要是期初预收款在本期确认收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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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

7,052,463.16

13,568,289.87

-48.02%

应交税费

22,109,417.56

35,063,282.59

-36.94%

应付利息

0

1,571,314.22

-100.00%

股本

891,116,632.00

445,558,316.00

100.00%

资本公积

880,391,372.70 1,324,773,631.41

-33.54%

少数股东权益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资产减值损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致。
主要是期初应付职工薪酬在本期支付
所致。
主要是期初应缴税费在本期缴纳所
致。
主要是期初应付银行贷款利息在本期
支付所致。
经公司2012年5月18日召开的股东会
决议通过，以2011年末总股本
445,558,316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
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本
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891,116,632股。公司于2012年7月6日
披露了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股权
登记日为2012年7月12日，除权除息日
为2012年7月13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实施了权益分
派。
主要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19,728,874.60

-44.39%

主要是本期收购了少数股东持有的武
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1.36%
的股权，从而减少了少数股东权益。

本期数
上期数
1,317,989,717.64 1,708,706,875.37

增减率
-22.87%

992,397,948.61 1,278,858,176.33

-22.40%

变动原因
主要是上年同期合并了武汉华工团结
激光技术有限公司的收入，本期不再
合并。
主要是上年同期合并了武汉华工团结
激光技术有限公司的成本，本期不再
合并。
主要是本期应收款项账龄变化所致。

10,972,037.45

4,490,897.23

7,798,489.79

1,499,550.15

58,262,888.38

营业外收入

31,506,808.29

营业外支出

3,987,998.31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3,098,351.83

-42.41%

主要是上期本公司联营企业武汉华工
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参股企业武
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武汉华工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按新的持股比例确认应
享有净资产的增加份额，与应结转持
股比例下降部分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
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其投资收益，本
公司按持有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的股权比例计算投资收益，并
列入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所致。
21,860,958.42
44.12%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1,232,803.22 223.49% 主要是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22,079.23 13932.88% 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形成的损失
-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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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22,138,090.25

31,738,199.62

-30.25%

146,027,527.94

207,626,857.73

-29.67%

-80,779.86

4,254,976.65

-101.90%

本期数
-59,541,905.66

上期数
12,587,985.96

增减率
-573.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2,473,281.53

-68,139,800.81

35.7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5,778,546.37

395,198,254.49

-114.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财务指标项目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

本期数

上期数
2.93

5.68

增减率
-48.42%

-0.07

0.03

-333.33%

0.16

0.24

-33.33%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主要是本期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所
致。
主要是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同时原材料价格、人工费用等营业成
本上升所致。
主要是上年同期合并了武汉华工团结
激光技术有限公司而产生的少数股东
损益较多，本期不再合并。

变动原因
主要是回款期较长的大客户销售增
长，货款尚未到支付期，使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主要是本期定向增发募集资金投入使
用，使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
所致。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定向增发募集资
金，使上年同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入金额较大。

变动原因
主要是本期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
公司股本较上期增加一倍所致。
主要是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同比减少较多，同时股本较上期
增加一倍所致。
主要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下降较大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关于华工科技出售华工团结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进展情况：
一、交易回顾
公司2011年6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华工团结股权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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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同意以挂牌方式对外转让公司华工团结51%的股权。公司于2011年7月14日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
所正式挂牌，交易于2011年8月10日由湖北团结高新技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团结高新”
）通过
进场交易方式拍得目标股权。因本次股权出售构成关联交易，经公司2011年9月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后，提交2011年9月29日召开的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交易双方于2011
年8月23日签订了《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以下简称“产权合同”），协议规
定受让方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将转让款中的51%（含保证金）即人民币5696.7万元，在《产权合同》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汇入产权交易机构指定结算账户；其余价款人民币5473.3万元须在《产权合同》生效之日起
一年内（即2012年8月23日前）支付到转让方指定账户。
二、交易进展
为了保证公司合法权益，公司与团结高新、武汉团结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团结激光”）三
方在2011年8月23日签署了《保证担保合同》，由团结激光以其持有的华工团结37.76%股权作为担保质押，
对团结高新在本次交易项下的股款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已经在合同约定期内收到团结高新支付的股权转让首期款人民币5696.7万元，并已办理完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尚未收到团结高新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余款人民币5473.3万元。
三、公司权利及措施
针对公司尚未收到团结高新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余款人民币5473.3万元的情况。为保证公司的合法权
益，公司经营班子在近几个月多次与团结高新积极协商，敦促其履行付款义务，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
相应的保障措施。待形成具体付款方案后公司将持续进行披露。
如团结高新未能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公司将按照协议的约定，保留追究团结激光承担担保责任的权
利及保留追究团结高新违约责任的权利，并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解除协议或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的权利。
四、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不能完全排除受让方不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的风险，股权转让协
议存在解除或不能履行的风险。目前，该股权转让款逾期未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影响。如果本年末仍未收
到该款项，将对公司营运资金造成一定压力。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四）对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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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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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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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07 月 06 日 董事会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深圳证券交易所综
合研究所李泱、范广
产业发展状况
茂、申志强、化定奇、
鲁聪

2012 年 07 月 06 日 董事会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北京盛世景付曙光 公司经营情况

2012 年 09 月 10 日 董事会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招商证券倪晨曦；英
公司经营情况
大证券骆林

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熊新华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