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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微创光电 指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 指 关联方之间的交易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主办券商 指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报告期 指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3月 31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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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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琳保证季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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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

准确、完整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是 √否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备查文件 

1．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自动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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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WELLTRANS O&E CO., LTD. 

证券简称 微创光电 

证券代码 430198 

挂牌时间 2012年 12月 31日 

普通股股票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转让 

分层情况 创新层 

法定代表人 陈军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王昀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

任职资格 

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731042634N 

注册资本（元） 56,958,920 

注册地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 41 号 7 栋 1 单元 301 室 

电话 027-87461811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 41 号 7 栋/430074 

主办券商 东方花旗 

 

（二）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比例 

总资产 267,129,310.48 282,426,848.53 -5.4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1,041,333.06 233,696,552.13 -1.1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3.51% 17.2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3.51% 17.25%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6,951,576.47 15,273,615.02 10.9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55,219.07 -6,622,544.63 -59.9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658,562.09 -7,812,544.63 -65.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63,555.30 -10,822,394.90 5.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2 -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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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14% -3.2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14% -3.98%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但因季节性因素当期收入占全年比重较少。因审批进

度原因同期未取得软件退税收益；本期营业外收入也同比大幅减少；2019年使用新会计准则-金融工

具对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按照准则要求对预期信用损失重新计量，资产减值损失同比由大幅计提变

为转回；以上因素综合导致同期亏损大幅降低。公司一季度亏损因季节性因素长期存在，公司经营

状况正常。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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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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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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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32.96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3,932.96 

所得税影响数 589.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3,343.02 

 

 

（三） 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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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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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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58,514 60.15% 0 34,258,514 60.1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1,022,304 19.35% 0 11,022,304 19.35% 

      董事、监事、高管 853,828 1.50% 0 853,828 1.50% 

      核心员工 - - 0 - -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2,700,406 39.85% 0 22,700,406 39.8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8,689,337 32.81% 0 18,689,337 32.81% 

      董事、监事、高管 3,800,284 6.67% 0 3,800,284 6.67%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56,958,920 - 0 56,958,92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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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军 5,427,422 0 5,427,422 9.53% 4,070,566 1,356,856 

2 卢余庆 5,114,124 0 5,114,124 8.98% 3,835,593 1,278,531 

3 童邡 4,792,524 0 4,792,524 8.41% 3,594,393 1,198,131 

4 朱小兵 4,792,524 0 4,792,524 8.41% 0 4,792,524 

5 王昀 4,792,524 0 4,792,524 8.41% 3,594,393 1,198,131 

6 李俊杰 4,792,523 0 4,792,523 8.41% 3,594,392 1,198,131 

7 崔广基 4,740,024 0 4,740,024 8.32% 0 4,740,024 

8 吴华 4,692,523 0 4,692,523 8.24% 0 4,692,523 

9 马辉 3,951,812 0 3,951,812 6.94% 3,201,609 750,203 

10 武汉当代高投

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湖北

当代高投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 ( 有限合

伙) 

2,100,000 0 2,100,000 3.69% 0 2,100,000 

合计 45,196,000 0 45,196,000 79.34% 21,890,946 23,305,054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除陈军、卢余庆、王昀、童邡、李俊杰、朱小兵为一致行动关系外，前十名股东间无其

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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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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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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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仲裁事项 否      

对外担保事项 否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

资金 

否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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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事项 否      

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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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详情及自愿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高级管理层和核心技术人员均出具了《避免

同业竞争承诺函》。 

履行情况：挂牌后遵守承诺，没有同业竞争行为。 
 

（二） 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自 2005 年以来，一直关注贫困地区儿童教育，每年均通过合作慈善机构定向捐赠用于支持

贫困山区儿童教育。 

 

（三） 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1. 报告期内的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报告期内的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四） 董事会秘书变动情况及任职资格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 原董秘离职时间 现任董秘任职时 现任董秘姓 是否具备全国股 临时公告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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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董秘是

否发生变动 

间 名 转系统董事会秘

书任职资格 

询索引 

否 不适用 2012年 12月 31 王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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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告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1.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1,359,046.89 62,995,19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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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9,606,870.52 156,599,536.48 

其中：应收票据  4,579,045.00 3,442,325.00 

应收账款  135,027,825.52 153,157,211.48 

预付款项  13,174,760.13 1,119,713.78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2,436,757.92 1,050,299.5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8,289,862.75 17,691,042.34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24,867,298.21 239,455,78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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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3,468.04 9,323,468.04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9,392,108.78 19,769,683.81 

在建工程  308,478.50 84,421.89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1,366,560.20 11,442,680.99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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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资产  1,871,396.75 2,350,808.05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2,262,012.27 42,971,062.78 

资产总计  267,129,310.48 282,426,848.5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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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9,238,735.46 31,304,370.18 

其中：应付票据   15,825,912.14 15,035,159.59 

应付账款  13,412,823.32 16,269,210.59 

预收款项  1,570,180.64 1,605,688.0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5,338,097.22 5,118,745.55 

应交税费  -633,561.09 10,006,628.35 

其他应付款  574,525.19 694,864.25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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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87,977.42 48,730,29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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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36,087,977.42 48,730,296.4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56,958,920.00 56,958,92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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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  55,053,270.25 55,053,270.2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0,980,711.25 20,980,711.2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98,048,431.56 100,703,650.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1,041,333.06 233,696,552.1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67,129,310.48 282,426,848.53 

 

法定代表人：陈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昀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琳 

 

 

 

2.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16,951,576.47 15,273,615.02 

其中：营业收入  16,951,576.47 15,273,615.02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9,130,714.00 27,200,816.46 

其中：营业成本  7,515,564.40 6,085,88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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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173.79 269,559.12 

销售费用  7,101,020.91 6,434,581.91 

管理费用  2,053,112.21 2,232,479.19 

研发费用  4,960,293.23 5,071,832.51 

财务费用  -83,173.35 -138,523.70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89,793.82 141,915.03 

资产减值损失  -2,642,277.19 7,245,001.12 

加：其他收益  11.80 2,695,17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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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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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179,125.73 -9,232,025.99 

加：营业外收入  4,000.00 1,40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67.0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175,192.77 -7,832,025.99 

减：所得税费用  480,026.30 -1,209,481.3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655,219.07 -6,622,5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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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亏损以“-”号填列）  -2,655,219.07 -6,622,544.63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 

1.少数股东损益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55,219.07 -6,622,5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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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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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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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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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5,219.07 -6,622,544.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655,219.07 -6,622,5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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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  -0.05 -0.12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法定代表人：陈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昀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琳 

 

 

3.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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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97,427.95 38,647,0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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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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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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 2,698,240.9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9,793.82 142,515.0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9,387,233.57 41,487,777.6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3,581,226.97 25,761,5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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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1,189.45 9,116,274.75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712,817.65 7,806,993.2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065,554.80 9,625,367.0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0,850,788.87 52,310,172.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63,555.30 -10,822,3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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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596.95 916,8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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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596.95 916,848.4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596.95 -916,8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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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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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7,087,676.00 



公告编号：2019-0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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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087,676.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87,676.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5.5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636,146.70 -28,826,919.3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2,995,193.59 77,070,185.0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1,359,046.89 48,243,265.78 

 

法定代表人：陈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昀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