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2111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2020-028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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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光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明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海波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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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786,943.76 350,657,812.98 2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187,572.39 58,604,665.58 -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1,041,066.83 48,578,300.98 5.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5,932,051.56 -138,240,257.55 -20.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6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6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 2.11%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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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9,381,691.86 4,816,224,989.54 -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75,447,551.27 2,921,599,943.99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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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4,438.6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218,56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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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79.4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53,114.02  

减：所得税影响额 450,271.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835.08  

合计 2,146,505.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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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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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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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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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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广泰空港股

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25% 107,853,887 0 质押 18,200,000 

李光太 境内自然人 12.60% 48,103,409 39,406,807   

杨森 境内自然人 3.05% 11,628,943 0   

范晓东 境内自然人 2.64% 10,088,900 0   

山东机场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2% 8,851,177 0   

烟台国际机场集

团航空食品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05% 7,836,566 0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三组合 
其他 0.79% 3,000,000 0   

郭少平 境内自然人 0.75% 2,846,738 2,135,053   

刘顺 境内自然人 0.69% 2,647,900 0   

光大永明资管-

兴业银行-光大

永明资产聚财

121 号定向资产

管理产品 

其他 0.61% 2,326,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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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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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 
107,853,887 人民币普通股 107,853,887 

杨森 11,628,943 人民币普通股 11,628,943 

范晓东 10,08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88,900 

山东机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8,851,177 人民币普通股 8,851,177 

李光太 8,696,602 人民币普通股 8,696,602 

烟台国际机场集团航空食品有限

公司 
7,836,566 人民币普通股 7,836,566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刘顺 2,647,900 人民币普通股 2,647,900 

光大永明资管-兴业银行-光大永明

资产聚财 121号定向资产管理产品 
2,326,641 人民币普通股 2,326,641 

西藏鼎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03,747 人民币普通股 2,203,7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李光太先生持有广泰投资 43.81%的股份，同时持有威海广泰 12.60%的股份。李光太先

生与广泰投资为一致行动人；山东机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烟台国际机场集团航空食品

有限公司都受山东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通过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0,000,000 股。西藏鼎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2,20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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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继续坚持”双主业一军工“发展战略，以”十大坚持“为纲，按照”以客户价值为导向、走精品道路、提质降

本增效“的经营方针，提升产品质量，加强服务水平，继续打造公司品牌，全面启动科技创新，继续加强在国内同行业的领

先地位，实际盈利水平较去年同期明显提升。 

报告期，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导致公司部分产品交付滞后。但是因为2019年签订的订单较多，报告期营业收入仍较

去年同期增长24.85%。净利润方面略有下降的主要原因是2019年会计政策变更，坏账准备冲回金额较大。扣除该方面的影

响，报告期实现净利润为5,019万元，较去年同期2,469万元增长103%。 

目前看来，新冠病毒疫情对公司的产品进出口有一定影响。公司已经启动原进口零部件国产替代工作，目前公司主要产

品已经基本不受制于进口零部件。同时公司所在行业进口品牌产品也因疫情原因难以进入国内市场，公司将牢牢把握发展契

机，加快提升高端产品的国产替代水平，进一步提高国内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项目 2020-3-31 2019-12-31 增减幅度 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72,614,282.19  388,171,741.12  -81.29% 主要是赎回到期理财产品造成的差异。 

应收款项融资  3,367,582.70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末无银行承兑汇票。 

在建工程 18,381,833.15  13,355,528.08  37.63% 在建工程本期投入增加导致。 

预收账款  426,354,619.21 -100%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收入标准，将符合合同

负债确认条件的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

债”科目核算所致。 

合同负债 267,993,087.91  100%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收入标准，将符合合同

负债确认条件的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

债”科目核算所致。 

应交税费 21,382,046.57  46,342,905.77  -53.86% 上年计提应交税费本报告期已缴纳。 

其他应付款 6,522,288.86  17,013,726.09  -61.66% 本报告期支付上年末结余的费用款项。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31,492,727.00  23,692,727.00  32.92% 本报告期末，长期借款转入。 

长期借款 292,724.00  31,492,724.00  -99.07% 
本报告期末，长期借款分类到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 

专项储备 2,225,883.20  1,565,538.63  42.18% 报告期计提专项储备增加。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幅度 说明 

销售费用 34,742,640.78  25,688,528.45  35.25% 
报告期的售后保修费及职工薪酬增加等

导致。 

研发费用 25,331,868.50  17,704,206.34  43.08% 报告期研发项目投入增加导致。 

投资收益 3,259,589.59  1,235,660.92  163.79% 报告期收到商业银行分配的股利影响。 

信用减值损失 3,514,214.52  39,908,811.85  -91.19% 受2019年首次实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营业外收入 179,470.71  4,103,125.14  -95.63% 报告期收到的政府拨款较上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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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2,790,984.73  22,676.01  12208.09% 
报告期捐赠抗击新冠病毒设备等支出，较

上年同期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282,510.33  -848,785.48  133.28% 
报告期全华时代实现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增加，导致少数股东损益增加。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幅度 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0,931,914.18  42,222,530.55  636.41% 

本年赎回理财产品与购买理财产品差额

较上年同期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7,413,682.69  22,266,460.32  -672.22% 

1、主要银行借款较上年减少；2、偿还借

款较上年增加；3、本报告期没有回购股

票。以上因素共同影响。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388,665.05  -856,215.08  54.61% 

汇率变动导致现金及等价物较上年同期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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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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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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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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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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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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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光太 

 

2020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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