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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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何国连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董事

出差

被委托人姓名
汤光明

公司负责人谢文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玉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范丽亭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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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46,821,874.04

254,608,006.44

-3.06%

7,458,674.39

-61,921,175.71

112.05%

-9,095,220.56

-12,643,406.52

28.06%

-125,016,564.50

-43,914,999.19

-184.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5

-0.06

109.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5

-0.06

109.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4%

-3.56%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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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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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2,272,124.42

4,062,458,114.76

-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12,912,129.72

2,205,140,052.40

0.3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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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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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291,838.28
1,107,844.45 政府补贴、对企业扶持资金等
605,315.58
-14,604,030.57
55,133.93
16,553,894.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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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84,708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长沙水业集团有
限公司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29.70%

407,059,723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299,783,772

黄松

境内自然人

8.44%

115,661,850

86,746,387 质押

113,530,000

白明垠

境内自然人

5.42%

74,347,800

55,760,850 质押

73,561,850

肖荣

境内自然人

4.50%

61,723,912

46,292,934 质押

20,570,000

樊温参

境内自然人

1.09%

15,000,000

0

王全

境内自然人

0.55%

7,575,187

0

史瑞祥

境内自然人

0.40%

5,550,000

0

UBS AG

境外法人

0.34%

4,700,523

0

张文灿

境内自然人

0.32%

4,425,500

0

应佩中

境内自然人

0.30%

4,155,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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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数量

107,275,951 人民币普通股

107,275,951

黄松

28,915,463 人民币普通股

28,915,463

白明垠

18,586,950 人民币普通股

18,586,950

肖荣

15,430,978 人民币普通股

15,430,978

樊温参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王全

7,575,187 人民币普通股

7,575,187

史瑞祥

5,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50,000

UBS AG

4,700,523 人民币普通股

4,700,523

张文灿

4,425,500 人民币普通股

4,425,500

应佩中

4,155,400 人民币普通股

4,155,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根据《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与黄松、白明垠、肖荣、潘峰、王毅刚、王全、孙河生、

说明

张海汀、李雪关于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控制权变更框架协议》及《长沙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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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与黄松关于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约定，自
2019 年 8 月 19 日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日起，黄松将其剩余持有的公司 10.80%股份所对应
的表决权全部委托给长沙水业行使，黄松与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关
系。
另，公司向长沙水业非公开发行 299,783,772 股已于 2021 年 1 月 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黄松与长沙水业集团的表决权委托暨一致行动关系于 2021 年 1 月 7 日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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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
1、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减少30.95%，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金融机构借款所致；
2、预付款项较上年末减少88.78%，主要系报告期内供应商发货预付转成本所致；
3、无形资产较上年末增加485.71%，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威县水厂项目进入运营期，特许权确认无形资产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末增加52.44%，主要系报告期内PPP项目在建工程转入其他非流动资产所致；
5、合同负债较上年末减少31.34%，主要系产品发货，合同负债转收入所致；
6、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减少42.53%，主要系由于2020年度奖金在本季度发放所致；
7、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末减少45.02%，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供应商保证金所致；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减少43.86%，主要系公司偿还融资租赁款所致；
9、未分配利润较上年末增加57.36%，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润增加所致。
（二）损益表项目分析
1、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129.03%，主要系报告期内乍得项目缴纳营业执照税增加所致；
2、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37.73%，主要系报告期内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公司业务拓展增加所致；
3、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33.63%，主要系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减少所致；
4、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620.55%，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增值税即征即退较大所致；
5、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184.62%，主要系报告期内联营企业确认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6、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62.39%，主要系报告期内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7、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48.72%，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8、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980.33%，主要系报告期内单体公司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分析
1、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下降20.05%，主要系报告期内项目回款减少所致；
2、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下降0.42%，未发生重大变化；
3、投资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033.58%，主要系报告期内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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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下降47.77%，主要系报告期内构建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减少所致；
5、筹资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6.66%，主要系报告期内取得借款较去年增加所致；
6、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下降27.46%，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借款较去年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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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236号）核准，公司
向长沙水业集团非公开发行299,783,772股新股，发行价格2.33元/股，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698,496,188.76元，扣除与发行有
关的费用共计人民币21,690,203.5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76,805,985.20元，上述募集资金情况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验字（2020）第550009号《验资报告》审验。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299,783,772股于2021
年1月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重要事项概述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披露日期
2021 年 01 月 05 日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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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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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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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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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订立公司方 合同订立对方名
名称

华油惠博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度

伊拉克 Garraf 油

Carigali Iraq

田三期原油井间 6,101.76 万美元

Holding B.V.

集输 EPCC 项目

履行中

股份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Iraq
FZE Iraq Branch

田 2018 年-2021
年原油处理设备

入 0 万元，累计
确认销售收入
40,878.41 万元

伊拉克哈法亚油
华油惠博普科技

的销售收入金额
本期确认销售收

PETRONAS

PetroChina

本期及累计确认 应收账款回款
情况
应收账款 11.65
万元，回款
36,043.44 万元

本期确认销售收 应收账款
2,809.37 万美元

履行中

供应项目

入 0 万元，累计 6,569.1 万元，回
确认销售收入

款 12,860.48 万

18,736.21 万元

元

不适用

不适用

POLY-GCL
华油惠博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Petroleum

埃塞俄比亚天然

Investments

气集输及处理

Limited

EPCC 项目

31,158.46 万美元 尚未开工

Ethiopian Branch
本期确认销售收

伊拉克西古尔纳
华油惠博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LUKOIL
MID-EAST
LIMITED

油田 DAMMAM
分散注水设施

入 730.14 万元，
2,698.91 万美元

履行中

累计确认销售收
入 15,476.24 万

EPC 项目

元

应收账款
2,621.23 万元，
回款 8,980.49 万
元

本期确认销售收
华油惠博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PETRONAS

伊拉克 Garraf 油

Carigali Iraq

田水处理 EPCC 3,175.00 万美元

Holding B.V.

项目

入 467.63 万元， 应收账款 0.00
履行中

累计确认销售收 万元，回款
入 10,726.78 万

7,989.19 万元

元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 30%以上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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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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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董事长：谢文辉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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