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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 “东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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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光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崇桂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学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三季度报告中，公司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因生产经营活动存
在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实际实现的经营业绩与预计业绩产生差异。因此，公司
声明，该业绩预计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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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5,718,740,272.62

5,743,361,317.77

-0.43%

2,038,589,563.02

1,978,390,816.46

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335,190,782.71

-17.06%

1,079,233,541.36

-23.15%

23,371,718.91

-22.54%

82,144,544.44

-26.17%

19,786,791.11

-30.85%

78,017,731.85

-28.76%

127,356,972.32

17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24

-22.60%

0.1842

-26.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24

-22.60%

0.1842

-26.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

-0.44%

4.08%

-1.83%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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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2,604,1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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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3,602.77
74,059.11
937,772.56
1,187,231.91
4,126,81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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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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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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980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58.33%

260,154,934

0

9.18%

40,937,913

0

3.17%

14,123,33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2%

7,661,700

0

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0.72%

3,192,334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其他

0.64%

2,840,000

0

方达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其他

0.46%

2,061,309

0

国有法人

0.38%

1,712,335

0 质押

其他

0.35%

1,577,001

0

境内自然人

0.34%

1,494,800

0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数量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证券投资基金
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岳明

1,712,33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

数量

260,154,934 人民币普通股

260,154,934

40,937,913 人民币普通股

40,937,913

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123,331 人民币普通股

14,123,33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661,700 人民币普通股

7,661,700

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3,192,334 人民币普通股

3,192,334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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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2,8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40,000

2,061,309 人民币普通股

2,061,309

1,712,335 人民币普通股

1,712,335

1,577,001 人民币普通股

1,577,001

1,494,8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4,8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岳明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有限公司、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岳明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未知公
说明

司其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普通
股股东和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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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总收入107,923.3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3.15%。主要
由于部分总承包项目的业主资金支付不及时等原因，致使工程进度有所滞后，按完工进度确
认的收入相应下降。
2、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营业成本发生额为86,605.1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4.62%，与
营业总收入下降幅度基本持平。
3、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营业税金及附加发生额为228.6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7.26%。
主要由于2016年5月1日起建筑业全面实施营改增政策，导致公司建造合同收入不再缴纳营业
税。
4、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实现投资收益739.0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1.86%。主要系联营
企业合肥王小郢污水处理有限公司2016年1-9月实现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5、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实现营业外收入672.8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7.72%。主要原
因为年初至本报告期末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以及子公司贵州东华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出售房产产生的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6、报告期末，应收票据余额为12,737.40万元，较年初下降60.73%。主要系年初留存的
银行承兑汇票已用于背书支付工程款项和到期托收所致。
7、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为95,431.14万元，较年初增长34.64%。主要原因为部分新
开工的总承包项目进入设备订货高峰期，支付了大量的到货前预付款。
8、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为4,251.60万元，较年初增长37.86%。主要系年初至本报
告期末支付了较多各类项目保证金及项目周转金所致。
9、报告期末，应付票据余额为2,183.06万元，较年初下降48.18%。主要系上年度开具的
银行承兑汇票已到期兑付所致。
10、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为3,410.78万元，较年初下降69.49%。主要系上年年
末计提的2015年度绩效奖金已发放完毕所致。
11、报告期末，应交税费余额为12,168.89万元，较年初增长102.67%。主要原因一是年
初至本报告期末部分总承包项目集中向业主开具了设备增值税发票、销项税额增幅较高，二
是年初至本报告期末抵扣的进项税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2、年初至本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735.7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170.40%。主要原因一是年初至本报告期末收到了部分新开工项目业主支付的预付款，二是
为防范资金风险对未按计划收到业主资金的总承包项目的支出款项进行了严格把控。
13、年初 至本报告期末，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211.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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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45.01%。主要原因为年初至本报告期末支付的普通股股利较上年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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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进展情况
2015年8月17日，公司五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等议案，决定实施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详见发布于2015年8月19日《证券时报》、巨
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2015-032号《五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等材料。
2015年12月17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详见发布于2015
年12月23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2015-046号《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
项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
2016年3月1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详见发布于2016
年3月3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2016-012号《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
料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2016年3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申请材料的反馈意见。详见发布于
2016年3月30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2016-013号《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2016年4月21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回复反馈意见。详见发布于2016年4月23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2016-029号《关于延期回复非公开发行股票反馈意
见的公告》。
2016年4月29日，公司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等进行调整，
以发行期首日为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将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
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详见发布于2016年4月30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
科技2016-034号《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公告》、2016-035号《关于修订公
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公告》。
2016年5月24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反馈意见的回复材料。详见
发布于2016年5月24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2016-040号《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2016年10月14日，公司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鉴于我国资本市场融资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综合考虑融资
环境、融资时机以及公司经营需要等因素，经与各中介机构反复进行沟通，公司决定终止公
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详见发布于2016年10月15日《证券时报》、巨潮
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2016-058号《关于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
告》。
（二）投资设立安徽东华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事项的进展情况
7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15年12月28日，公司五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安徽东华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的议案》，决定设立安徽东华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并开展保理业务。详见发布于2015
年12月29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2015-048号《关于投资设立安徽东华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公告》等材料。
商业保理公司于2016年4月6日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取得营业执照，详见发布于2016
年4月9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2016-025号《关于商业保理公司设立进展
的公告》。
商业保理公司继续拓展工程行业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切实推动东华科技主营业务的延伸
发展。
（三）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及履行情况
1、报告期内，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情况
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天盈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尔年产30万吨乙二醇（一期）建设
项目（实施及管理承包）合同
2016年1月12日，本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天盈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订《天盈
石油化工阿拉尔年产30万吨乙二醇（一期）建设项目（实施及管理承包）合同》。本合同项
目规模为30万吨/年乙二醇（一期）项目；建设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阿拉尔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二号工业园区。本公司主要履行本合同项目的设计管理、采购、施工、项目管理直到
工程中交以及后续的试车、质量保修等工作，履行期限预计约为22个月（至性能考核完毕）；
本合同金额为165800万元人民币，由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条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合同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止2016年9月30日，公
司已收到业主按合同约定支付的预付款33,160.00万元，项目已累计确认营业收入3,894.44
万元。该项目目前不存在应收账款情况。
②陕西渭河彬州化工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煤制乙二醇项目乙二醇装置工程设计合同
2016年4月11日，本公司与陕西渭河彬州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彬州化工”）签订的
《年产30万吨煤制乙二醇项目乙二醇装置工程设计合同》正式生效。本合同装置规模为年产
30万吨乙二醇项目，工程建设地在陕西省彬县。本公司承担该项目乙二醇装置的工程设计、
技术服务等工作，设计工期约为22个月（即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工程设计工作结束）。本合
同为固定价格，即2000万元人民币，由彬州化工在合同签订、设计文件交付等节点按相应比
例进行支付。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
③利华益维远化工有限公司聚碳酸酯联合项目工程设计合同
2016年5月19日，本公司与利华益维远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远化工”）《聚碳酸
酯联合项目工程设计合同》正式生效。本合同项目主要生产聚碳酸酯等产品，工程建设地在
东营市利津县。本公司承担聚碳酸酯联合项目的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工作。本合同价格
为2275万元人民币，工程设计工期约为11个月（不含初步设计审批时间），由维远化工在合
同生效、设计文件交付等节点按相应比例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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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
④四川泸天化中蓝新材料有限公司2×10万吨/年聚碳酸酯工业化示范项目工程建设总承
包合同
2016年8月17日，本公司与四川中蓝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蓝公司”）完成签署
《2×10万吨/年聚碳酸酯工业化示范项目工程建设总承包合同》。本合同项目规模为2×10
万吨/年聚碳酸酯；建设地在泸州市合江县。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的采购、施工、“三
查四定”、培训、试车、工程验收、竣工结算等工作，建设工期约17个月（即具备投料条件）。
本合同总价为90686.20万元（暂定价），包括预付款、进度款以及其他款项（延期付款及利
息），由中蓝公司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节点按相应比例进行支付。
本合同固定总价尚未最终确定；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
2、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①伊犁新天年产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空分装置、污水处理及回用装置工程建设任
务委托书
本合同正在履行，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止2016年9月30日，公司已收到
业主按合同约定支付的预付款及项目进度款125,146.35万元，项目已累计确认营业收入
125,443.64万元。年初至本报告期末确认收入3,903.89万元，截止2016年9月30日，应收账款
为14,933.28万元。
②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200万吨/年合成氨、350万吨/年尿素项目（一期工程）
公用装置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正在履行，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止2016年9月30日，公司已收到
业主按合同约定支付的预付款及项目进度款97,148.90万元，项目已累计确认营业收入
92,562.19万元。年初至本报告期末确认营业收入37.88万元，该项目目前不存在应收账款情
况。
③内蒙古蒙大新能源化工基地开发有限公司120万吨/年二甲醚项目一期工程60万吨/年
煤制甲醇项目EP+M（设计采购及项目管理）承包合同
本合同正在履行，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止2016年9月30日，公司已收到
业主按合同约定支付的预付款及项目进度款85,844.91万元，项目已累计确认营业收入
78,647.18万元。年初至本报告期末暂未确认营业收入，截止2016年9月30日，应收账款为
5,305.59万元。
④安徽省安庆市曙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煤制氢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正在履行，由于业主场地平整及周边配套设施等原因致使该项目工程进度发生调
整，目前项目进度与调整后的进度计划基本一致。截止2016年9月30日，公司已收到业主按合
同约定支付的预付款及项目进度款140,603.09万元，项目已累计确认收入120,658.19万元。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确认营业收入4,763.70万元，该项目目前不存在应收账款情况。
⑤刚果(布)蒙哥1200kt/a钾肥工程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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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因业主资金等原因，该项目运转较为缓慢，项目实际进度滞后计
划进度。截止2016年9月30日，公司收到MAG公司支付的预付款及进度款折合人民币13,494.69
万元，项目已累计确认收入22,363.18万元人民币。年初至本报告期末确认营业收入320.56
万元，该项目目前不存在账面应收账款情况。
⑥黔西县黔希煤化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30万吨/年乙二醇EPC总承包工程补充合同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由于业主原因，项目实际进度滞后计划进度。截止2016年9月30
日，公司收到业主按合同约定支付的预付款及项目进度款177,893.54万元，项目已累计确认
收入204,361.89万元，年初至本报告期末确认收入8,206.72万元。截止2016年9月30日，应收
账款为18,183.25万元。
⑦白俄罗斯“戈梅利化工厂”开放式股份公司60万吨/年氮磷钾化肥装置“交钥匙”工
程总承包合同
该项目目前正在办理融资事宜。
⑧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神华新疆煤基新材料项目净化装置、空分空压站装置、
碳四烯烃转化装置合同协议书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止2016年9月30日，已收到
业主支付的工程预付款及进度款111,552.28万元，项目已累计确认收入94,234.23万元，年初
至本报告期末确认营业收入17,357.23万元。该项目目前不存在应收账款情况。
⑨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30万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工程EPC/交钥匙工程总承包
合同及补充协议书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由于业主原因，项目实际进度滞后计划进度。截止2016年9月30
日，公司收到业主按合同约定支付的预付款及进度款211,938.30万元，项目已累计确认营业
收入205,504.36万元，年初至本报告期末确认营业收入12,182.57万元。该项目目前不存在账
面应收账款情况。
⑩伊泰新疆能源有限公司伊泰-华电甘泉堡200万吨/年煤制油项目净化、尾气制氢装置及
部分公辅工程建设工程承包、设备供货、材料采购、钢结构采购合同
该项目正在开展工程设计工作和履行国家相关核准程序。
⑪突尼斯化工集团年产40万吨TSP（重钙）项目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5年12月27日签订，2016年1月5日正式生效。本合同项目规模为年产40万吨
TSP（重钙）项目，工程建设地在突尼斯加夫萨。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的设计、施工、
安装和服务等工作，合同工期为24个月；合同价格为45,081,467.00美元+ 37,028,604.00突
尼斯第纳尔（折合人民币约4.12亿元），由突尼斯化工集团按照设计、供货和施工进度等进
行支付。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截止到2016年9月30日，公司已收到业主按合同约定支付的预付款
折合人民币2,128.18万元。该项目目前不存在应收账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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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本院及下属子公司将不生产、开发任
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
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

控股股东化
学工业第三 关于同业竞
设计院有限 争的承诺
公司

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

2007 年 07
月 12 日

在作为公司
控股股东期 切实履行
间

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将不会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具体生产
经营业务，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从事

实际控制人

关于同业竞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中国化学工
争的承诺
程集团公司
资时所作承诺

与东华科技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具
体生产经营活动，并不会利用作为实
际控制人的地位或利用这种地位获得

2007 年 07
月 12 日

在作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 切实履行
期间

的信息，作出不利于东华科技而有利
于其它公司的决定或判断。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在担任公司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持有公司股
份的董事、 关于股份减
监事、高级 持的承诺
管理人员

五；若发生离职情形，离职后六个月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
在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所转让

董事、监事、
2007 年 07 高级管理人
月 12 日

月内

百分之五十。

公司

股东回报

的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切实履行

职后十八个

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 年）以现金

员期间及离

2016 年 01
月 15 日

2015-2017

切实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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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不适用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40.00%

至

0.00%

10,744.40

至

17,907.34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17,907.34

元）

由于项目核准、资金状况等原因，以前年度签约的部分大型项目工程
进度滞后于合同计划，加上本年度签约的合同项目尚处于前期阶段，确认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的收入较少，因此，预计公司 2016 年度的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呈下降
趋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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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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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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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2016 年 07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详见发布于 2016 年 7 月 7 日巨潮资讯网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140/index.ht
ml）上的《东华科技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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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发布于 2016 年 7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
2016 年 07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140/index.ht
ml）上的《东华科技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详见发布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2016 年 07 月 2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140/index.ht
ml）上的《东华科技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光美
二○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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