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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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傅利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魏美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徐巧芬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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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888,788,868.37 15,366,397,939.88 2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530,659,604.37 8,237,011,399.80 15.7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258,629,946.91 41.07% 11,723,294,881.29 4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1,492,620.03 28.26% 1,444,493,831.26 3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49,839,001.76 26.62% 1,420,420,938.76 3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0,289,015.48 -73.00% -1,141,692,905.71 -43.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33.33% 0.50 35.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33.33% 0.50 35.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6% 0.03% 16.24%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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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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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1,9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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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0,18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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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3,456.9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947,847.8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3,503.79  

减：所得税影响额 5,380,094.6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90,057.10  

合计 24,072,89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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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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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利泉 境内自然人 39.01% 1,130,832,680 919,748,180 质押 209,800,000 

朱江明 境内自然人 5.37% 155,561,490 145,096,117   

陈爱玲 境内自然人 2.46% 71,262,813 71,262,376   

吴军 境内自然人 2.10% 60,790,886 54,267,937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1.62% 47,000,000 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022L-CT001 深 
其他 1.43% 41,455,987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8% 31,448,75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9% 28,809,561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民

营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5% 21,763,559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其他 0.65% 18,84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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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利泉 211,084,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084,500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4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000,00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22L-CT001 深 41,455,987 人民币普通股 41,455,98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448,750 人民币普通股 31,448,75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809,561 人民币普通股 28,80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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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民营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63,559 人民币普通股 21,763,559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18,842,174 人民币普通股 18,842,174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499,950 人民币普通股 17,499,95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741,714 人民币普通股 16,741,71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16,531,387 人民币普通股 16,531,3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傅利泉先生和陈爱玲女士为夫妻关系。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傅利泉先生和陈爱玲女士为夫妻关系。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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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1、应收票据较上年期末增加56.71%，主要系本期客户应收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期末增加82.29%，主要系规模扩大，保证金、往来款增加所致； 

3、存货较上年期末增加57.82%，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扩大，备货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期末增加97.76%，主要系本期留抵税金增加所致； 

5、长期应收款较上年期末增加59.09%，主要系本期分期收款项目验收所致； 

6、长期股权投资较上年期末增加83.17%，主要系本期新增联营企业投资所致； 

7、固定资产较上年期末增加65.32%，主要系本期大华智慧（物联网）产业园建设项目部分交付使用，由在建工程转入所致； 

8、在建工程较上年期末减少98.03%，主要系本期大华智慧（物联网）产业园建设项目部分交付使用，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9、无形资产较上年期末增加94.43%，主要系本期土地使用权增加所致； 

10、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增加38.51%，主要系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11、短期借款较上年期末增加141.71%，系公司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12、应付票据较上年期末增加35.1%，主要系本期以应付票据结算货款增加所致； 

13、预收账款较上年期末增加30.50%，主要系公司业务增长，预收款增加所致； 

14、应付利息较上年期末增加402.23%，主要系贷款增加，相应应付利息增加所致； 

15、应付股利较上年期末减少100%，系本期限制性股票解锁，股利发放所致； 

16、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期末减少60.59%，主要系限制性股票解锁，回购义务减少所致； 

17、长期借款较上年期末增加336.09%，系银行长期贷款增加所致； 

18、递延收益较上年期末增加97.91%，系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所致； 

19、库存股较上年期末减少100%，系限制性股票解锁，回购义务减少所致； 

20、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期末增加45.19%，系外币报表折算变动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47.12%，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扩大所致；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45.71%，主要系收入增长，成本相应增长所致； 

3、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62.37%，主要系随着收入增长，相应附加税增长所致； 

4、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62.28%，主要系公司加强市场推广，增加营销投入所致； 

5、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4.54%，主要系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6、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425.25%，主要系汇兑损失及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7、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00%，主要系公司外汇远期合约到期结算所致； 

8、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306.66%，主要系本期权益法确认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增加所致； 

9、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90.83%，主要系本期软件增值税退税由本科目调至其他收益科目所致； 

10、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70.06%，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3.96%，随着业务规模扩大，经营付现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39.04%，主要是上期的国债逆回购业务影响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911.75%，主要是本期银行贷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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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5年8月7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大华股份2015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决定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截至2016年1月6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长江资管大华股份2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完成股票购买，购买均价为36.18元/股，购买数量8,955,410股，公司实施了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上述持有股份数

量由8,955,410股变更22,388,525股。截至2017年5月26日，长江资管大华股份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所持公司股票已全部出售

完毕，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并终止。 

    2、2016年12月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与关联自

然人朱江明、关联法人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景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景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杭州景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景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他非关联人共同出

资人民币80,000万元设立零跑汽车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出资17,490万元。 

     2017年4月24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浙江零跑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及转让零跑汽车有限

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与关联自然人傅利泉、朱江明、关联法人杭州景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

州景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景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景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及其他非关联人共同对零跑科技进行增资，增资价格为1元/股，增资总额为30,000万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增资5,700万元。

本次增资中，公司放弃同比例增资权。增资完成后，零跑科技的注册资本将由10,000万元增至40,000万元，大华股份持有零

跑科技股权比例由33.00%降至22.50%。上述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手续已于2017年5月办理完毕。 

     同时，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零跑汽车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零跑科技,并放弃对关联自然人傅利泉、朱江明、关联法人杭州

景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景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景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景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他非关联人拟转让所持零跑汽车股权的优先受让权。交易价格以公司实缴出

资情况为基础，公司本次转让零跑汽车股权价格为3,300万元。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的工商变更手续已于2017年7月办理完毕。 

    3、2017年1月24日，公司控股孙公司南北联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与新疆喀什地

区莎车县人民政府签订了《莎车县平安城市PPP投资合作协议》，该协议仅为PPP项目框架性协议，协议约定服务内容为项

目前期可行性研究和方案设计等内容，具体项目的实施尚需履行政府采购等相关的决策、审批程序。 

    2017年7月21日，公司收到项目采购单位发出的《中标通知书》，中标通知书确认全资子公司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联合体牵头方）、控股孙公司南北联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为“莎车县平安城市建设项目（PPP）”的中标

单位。该项目中标金额为431,479万元（最终金额以签订合同为准），为10年项目合作期内含建设和运营的总金额。 

2017年8月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新疆莎车县投资设立PPP项目公司的议案》，公

司根据莎车县城市建设项目（PPP）的的投标要求，项目中标联合体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本：33,556.72

万元。其中，浙江大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出资23,489.704万元，出资比例为70%；南北联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出资10,067.016

万元，出资比例为30%。2017年8月，该公司设立完成，工商核准名为新疆大华新智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该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可能面临政策法规调整、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

响所带来的风险，该项目仍存在不确定性。 

    4、2017年3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就媒体称公司部分产品固件升级补丁存在安全漏洞且可

能影响到全球约20多万台设备的报道进行了澄清。公司在相关官网上陆续提供的漏洞修补程序系用于修复3月初暴露的漏洞

并提升产品安全性，而不是上述媒体报道的固件升级补丁存在漏洞。2017年4月24日，公司委托的杭州安恒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出具了《大华Bashis漏洞全网安全风险报告》，经对全网范围内大华设备进行扫描及统计分析，全球范围内共发现19.09

万台漏洞设备，其中中国范围内发现2.50万台漏洞设备。公司已在相关官网中公布了该漏洞对应的漏洞修补程序，公司将继

续通过官方公告、与客户主动联系、400 售后服务热线、邮箱等方式积极协助客户完成漏洞修复工作。 

    5、2017年4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达成的议案》，董事会认为除已辞退及已离职激励对象外，其余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

达成。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规定，在收到激励对象递交的股份解锁申请后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窗口期内申请办理股份解

锁手续。本次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6,275,51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56%。该事项已于2017年5月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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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17年4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持

有的浙江大华安防联网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关联法人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关联自然人蒋寅、陈薛

娟、盛纲、周蔚、周翔、姚建民。公司向华视投资转让的标的公司19%股权的交易价格为508.18万元。该事项已于2017年8

月办理完成。 

    7、2017年4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放

弃关联法人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浙江华创视讯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非关联自然人陈志华的优先

受让权。放弃优先受让权所构成的关联交易金额为20万元。该事项尚在推进中。 

    8、2017年4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与关联法人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关联人张晓玲共同设立浙江华智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2,550

万元。该事项尚在推进中。 

    9、2017年5月16日，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决定回购注销22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55,275股。该事项已于2017年9月办理

完毕。 

    10、2017年5月16日，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决定实施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截至2017年6月1日，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财通证券资管大华股份3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完成股票购买，购买均价为16.83元/股，购买数量47,000,000股。 

    11、2017年5月1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

有资金人民币61,000万元对大华智联进行增资，本次增资中，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放弃同比例增资权。增资完成后，大华

智联的注册资本将由50,000万元增至111,000万元，公司持有其90.09%的股权。该事项尚在推进中。 

    12、2017年5月22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对全资子公

司Dahua Technology UK Limited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2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5年。2017年8月24日，

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对全资子公司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对全资子公

司大华科技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的担保额度，由300,000万元调增至500,000万元，担保期限不变。调整后，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度调增至915,550万元人民币。 

    13、2017年7月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与关联法人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联自然人魏美钟及15名非关联自然人共同设立浙江华安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

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2,325万元。该事项尚在推进中。 

    14、2017年8月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的议案》，决定

继续投入不超过壹亿伍仟万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向员工提供无息借款（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公司董监高

及其关联人除外），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截至9月30日，公司向员工提供购房借款余额为4201.07万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出售完毕及

终止 
2017 年 05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股票出售完毕及终止的公告》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零跑汽车有限

公司，对零跑科技增资及转让零跑汽

车股权的事项 

2016 年 12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7 年 04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对浙江零跑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及转

让零跑汽车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7 年 04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子公司签订 PPP 项目框架性协议、莎

车县平安城市建设项目的中标通知、
2017 年 01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子公司签订 PPP

项目框架性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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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设立 PPP 项目公司的事项 
2017 年 07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子公司 PPP 项目

预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2017 年 08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在新疆莎车县投

资设立 PPP 项目公司的公告》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事项 2017 年 03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

公告》 

201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

锁条件达成事项 

2017 年 04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7 年 05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限制性股票第三

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股权转让、放弃优先受让权、与关联

人共同投资事项 
2017 年 04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决议公告》、《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放

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 

2017 年 04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17 年 05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2017 年 09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事项 

2017 年 05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大华股份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 

2017 年 05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2017 年 06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

计划购买完成的公告》 

对子公司大华智联增资事项 2017 年 05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调整对子公司浙

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担保额度事项 

2017 年 05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7 年 05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7 年 08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调整对全资子公司浙江大华科技有

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2017 年 08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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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华安科技事项 2017 年 07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 

修订《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事项 

2017 年 08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7 年 08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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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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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傅利泉、

朱江明、

陈爱玲、

吴军 

股份限售承

诺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在其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

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 50%。 

2007 年 07

月 15 日 
长期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上述

承诺事项仍

在严格履行

中。 

傅利泉、

陈爱玲 

关于同业竞

争的承诺 

（1）不直接从事构成与股份公司业务有

同业竞争的经营活动；（2）对本人控股企

业或间接控股的企业，本人将通过派出机

构及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经理）在

该等公司履行本承诺项下的义务；（3）如

股份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

本人及本人控股的企业将不与股份公司

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 

2007 年 06

月 30 日 
长期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上述

承诺事项仍

在严格履行

中。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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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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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 至 4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19,023.93 至 255,527.92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82,519.9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销售规模扩大，营业收入增长，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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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远期合约      -997,312.35  自有资金 

合计      -997,31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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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7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表 

2017 年 08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表 

2017 年 08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表 

2017 年 08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表 

2017 年 08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表 

2017 年 08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表 

2017 年 09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表 

2017 年 09 月 0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表 

2017 年 09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表 

2017 年 09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表 

2017 年 09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表 

2017 年 09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表 

2017 年 09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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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傅利泉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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