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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华通科技、公司 指 河北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报告期、本期、本年 指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月 31 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高级管理人员、高管 指 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主办券商、财达证券 指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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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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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异议事项或无法保证其真实、

准确、完整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否 

1、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的理由 

无 

2、 列示未出席董事会的董事姓名及未出席的理由 

无  

3、 豁免披露事项及理由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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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河北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Hebei huatong technology co., LTD 

挂牌时间 2015-07-31 

证券简称 华通科技 

证券代码 833105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 

法定代表人 蔡志强 

董事会秘书 齐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07727710912 

注册资本 46,160,000 

注册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湘江道 319号 B座 1-1705 

联系电话 0311-68058018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湘江道 319号 B座 1-1705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35,098,716.14 131,013,238.82 3.1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666,423.31 83,558,901.43 32.4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4.16% 32.92%  

资产负债率%（合并） 17.93% 36.1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832,608.75 1,427,845.26  98.3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4,094.76 -163,080.8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9,932.66 -165,216.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70,317.81 -2,200,438.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0.2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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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8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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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0.72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494,162.10 

所得税影响数 74,124.3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420,037.78 

 

 

（三）截至报告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4,040,000 39.93% 2,750,000 16,790,000 36.37% 

其中：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5,309,000 15.10% 2,750,000 8,059,000 17.46% 

董事、监事、高管 806,000 2.29%  806,000 1.75% 

核心员工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1,120,000 60.07% 8,250,000 29,370,000 63.63% 

其中：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18,402,000 52.34% 8,250,000 26,652,000 57.74% 

董事、监事、高管 2,718,000 7.73%  2,718,000 5.89% 

核心员工      

     总股本 35,160,000 — 11,000,000 46,16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4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

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蔡志强 23,711,000 11,000,000 34,711,000 75.20% 26,652,000 8,059,000 

2 蔡双来 3,524,000  3,524,000 7.63% 2,718,000 806,000 

3 河 北 华

通 能 源

开 发 有

限公司 

1,892,000  1,892,000 4.10%  1,892,000 

4 严汝军 850,000  850,000 1.84%  850,000 

5 陈雅平 424,000  424,000 0.92%  4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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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韩爽 396,000  396,000 0.86%  396,000 

7 陈永篡 228,000  228,000 0.49%  228,000 

8 史宁 222,000  222,000 0.48%  222,000 

9 邹国平 164,000  164,000 0.36%  164,000 

10 宋进朝 110,000  110,000 0.24%  110,000 

合计 31,521,000 11,000,000 42,521,000 92.12% 29,370,000 13,151,00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蔡双来与蔡志强系父子关系 

 

 

（四）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五）截至报告期末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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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事项 
是否存在重

要事项 

是否经过

内部审议

程序 

是否及时

履行披露

义务 

临时公告

查询索引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否    

对外担保事项 否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

资金、资产的情况 

否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是 是 2018-020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收购、出售资

产、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

的企业合并事项 

否    

股权激励事项 否    

承诺事项 否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

押、质押的情况 

否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失信情况 否    

                                                               

关联交易事项明细：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额(元) 

隆化县聚挠宝新能源有限公司 运维费     15,788.86  

隆化县聚营新能源有限公司 运维费      7,682.84  

隆化县华凤新能源有限公司 运维费      7,705.55  

隆化县华京铺新能源有限公司 运维费     15,354.72  

隆化县步东新能源有限公司 运维费      7,828.18  

隆化县铺屯新能源有限公司 运维费     15,850.91  

隆化县瑞虎泉新能源有限公司 运维费      8,353.13  

隆化县瑞铁东新能源有限公司 运维费     16,175.01  

隆化县华七南新能源有限公司 运维费      3,637.38  

合计       98,37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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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光伏扶贫项目是国家制定的扶贫战略，是帮助贫困县和贫困户脱贫的重要措施。公司在

新能源领域主要是针对县域光伏扶贫开展业务，尤其是贫困县。 

公司承建的河北省隆化县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大大推进隆化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进程，对帮助隆化县贫困户实现全面脱贫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期 22 个村的光伏扶贫电

站已并网发电，受益贫困家庭近 1000 户。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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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9,944,499.30 27,278,389.6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850,000.00   

应收账款 15,926,554.31 20,388,735.07  

预付款项 13,749,549.71  4,280,604.85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72,212,252.85  61,466,639.8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703,026.28  7,357,331.51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212,519.23 1,404,337.15  

流动资产合计 126,598,401.68  122,176,038.06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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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5,906,961.24  6,259,708.38  

在建工程 669,929.22 669,929.22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23,424.00  1,907,563.16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8,500,314.46 8,837,200.76           

资产总计 135,098,716.14  131,013,238.8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5,789,853.65  11,197,549.07  

预收款项 726,407.00  701,990.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58,686.44  387,915.36 

应交税费 755,358.52 1,158,587.15  

应付利息 11,097.54 13,091.29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34,351.37  26,560,076.73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7,975,754.52 41,019,209.6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5,642,995.02 5,701,959.63  



 公告编号：2018-024 

- 11 -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601,013.82 601,013.82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6,244,008.84  6,302,973.45  

负债合计 24,219,763.36  47,322,183.0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46,160,000.00 35,16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6,414,760.69  11,025,232.39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312,827.15  4,312,827.1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3,778,835.47          33,060,841.8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0,666,423.31  83,558,901.43  

少数股东权益 212,529.47  132,154.3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0,878,952.78   83,691,055.7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5,098,716.14 131,013,238.82 

 法定代表人：___蔡志强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齐威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齐威_____ 

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9,857,789.23 27,166,460.4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850,000.00   

应收账款 15,274,056.02  20,097,392.44  

预付款项 13,749,465.08 4,280,582.63  

应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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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72,212,252.85  61,466,639.81  

存货 2,703,026.28 7,357,331.51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638,191.31 773,408.76   

流动资产合计 125,284,780.77   121,141,815.60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440,000.00  1,44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181,615.43  1,455,337.86  

在建工程 669,929.22  669,929.22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01,198.84 1,681,461.98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992,743.49 5,246,729.06  

资产总计 130,277,524.26  126,388,544.6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5,671,264.99  11,197,537.00  

预收款项 726,407.00  701,990.00  

应付职工薪酬 158,686.44  387,915.36  

应交税费 755,358.52 1,158,587.15  

应付利息  1,993.75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30,178.36 26,556,003.73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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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7,841,895.31  41,004,026.9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601,013.82 601,013.82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601,013.82             601,013.82 

负债合计 18,442,909.13  41,605,040.81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6,160,000.00  35,16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6,414,760.69  11,025,232.39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312,827.15             

4,312,827.1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4,947,027.29           

34,285,444.3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1,834,615.13 84,783,503.8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30,277,524.26 126,388,544.66 

3.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2,832,608.75  1,427,845.26 

其中：营业收入 2,832,608.75 1,427,845.26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493,214.57 1,593,062.11 

其中：营业成本 872,400.30  590,6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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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8,627.27  4,412.64  

销售费用 169,599.65  158,998.09 

管理费用 1,189,861.71   863,312.30 

财务费用 33,635.92  50,304.59 

资产减值损失 209,089.72  -74,626.3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39,394.18  -165,216.85 

加：营业外收入 500,000.72  2,136.00 

减：营业外支出 5,838.6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833,556.28  -163,080.85 

减：所得税费用 -190,913.6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024,469.90  -163,080.85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80,375.14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44,094.76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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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2 0.0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2 0.00 

 法定代表人：  蔡志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齐威    会计机构负责人：    齐威    

 

4.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2,515,622.60 1,427,845.26 

减：营业成本 794,729.76  590,660.87 

税金及附加 18,627.27  4,412.64 

销售费用 169,599.65  158,998.09 

管理费用 1,189,836.19  863,312.30 

财务费用 -57,062.94  50,304.59 

资产减值损失 201,160.25  -74,626.3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98,732.42  -165216.85 

加：营业外收入 500,000.72  2,136.00 

减：营业外支出 5,838.62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92,894.52  -163,080.85 

减：所得税费用 31,311.54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61,582.98  -163,080.85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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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 0.0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1 0.00 

 

5.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3,548,798.34  3,065,619.27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

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24,043.35  278,119.1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272,841.69  3,343,738.4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5,874,936.06  2,860,508.32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51,228.64  399,707.32  

支付的各项税费 873,250.98  28,079.0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843,743.82  2,255,881.8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343,159.50  5,544,17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70,317.81  -2,200,438.0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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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8,545.30  12,368.80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545.30  12,368.8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45.30 -12,368.8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58,964.61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96,054.25 47,934.59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008.4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55,027.26 47,934.5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5,027.26 952,065.4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333,890.37 -1,260,741.4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278,389.67 1,379,545.5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944,499.30 118,804.06 

法定代表人：   蔡志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齐威       会计机构负责人：    齐威       

 

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3,424,354.02 3,065,619.27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23,844.21 278,119.1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148,198.23  3,343,738.4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5,874,836.06 2,860,508.3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51,228.64  399,707.32 

支付的各项税费 873,250.98 28,07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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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843,743.82  2,255,881.8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343,059.50  5,544,17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94,861.27     -2,200,438.0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8,545.30  12,368.80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545.30  12,368.8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45.30  -12,368.8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256.25  47,934.5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008.4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05,264.65  47,934.5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5,264.65  952,065.4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308,671.22  -1,260,741.4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166,460.45  1,379,545.5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857,789.23 118,80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