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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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晓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马晓丽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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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48,538,083.21 47,957,620.72 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047,098.87 27,939,669.67 -2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454,337.49 27,861,058.66 -40.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367,875.25 -10,025,692.42 113.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44 -4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44 -4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1% 11.11%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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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995,499.01 693,855,346.09 -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0,401,022.47 620,513,923.6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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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900.00 政府补助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269,878.09 理财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634,016.71  

合计 3,592,76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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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以下重大风险： 

1、新产品开发风险 

    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专注于银行实物流转内控风险管理整体解决方案设计及相关应用产品的开发，创新推出了银行现

金流转内控解决方案、银行自助设备现金管理解决方案、银行上门服务解决方案和银行印章管理解决方案及应用系统等，并

为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客户所接受、使用。公司在银行实物流转内控风险管理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持续创

新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随着银行业持续推进信息化、集约化建设，其在实物流转内控风险管理领域对相关产品功能需求和技术参数提升等方面

的要求不断提高；且不同银行系统由于管理制度、操作习惯等差异对于产品的具体需求往往存在一定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新产品开发难度。同时，银行实物流转内控风险管理整体解决方案及相关应用产品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技术应用。

如果公司未来不能准确地把握行业技术的发展趋势或前瞻性地预测客户需求，在产品开发方向的决策上发生失误，或不能及

时将新技术运用于产品开发和升级，将可能使公司丧失技术优势和市场地位。 

2、新产品市场开拓风险 

    银行实物流转内控风险管理整体解决方案及相关应用产品直接关系到银行业客户的资产安全和系统的可靠性，银行业客

户采购时对相关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性能要求很高，特别是对于新产品的应用推广，一般需要经过严格的考核：如总/分行

系统的入围评审，对产品功能、性能、标准等进行的复核性测试，以及使用前进行的试用性安全测试等。因此，公司创新产

品在市场开拓过程中面临着推广和测试周期较长的风险。 

    此外，银行对实物流转内控风险管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采用意味着对本行具体业务流程、制度和操作方式的改进。因此，

在正式进入采购环节之前，一般银行客户会重新梳理、制定业务流程相关管理办法以及进行员工培训，新产品上线的准备周

期也较长。同时，各银行客户在采购管理体制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导致上述推广测试周期和上线准备周期的可预测性难度

较高。因此，公司新产品面临市场开拓推广过程较长、未来产生收益预期不确定性较高的风险。 

3、对银行业依赖的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是基于银行现金、票据、印章等实物流转内控风险管理整体解决方案的应用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

客户为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其市场需求直接受下游银行业变化影响。银行业的经营受到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

货币金融政策、监管机关监管要求、产业发展模式和人们的金融消费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银行业客户的稳定和增长对公

司经营的稳定性、成长性十分重要。若未来上述因素的变化导致银行业经营状况不景气致使其信息化、集约化建设速度放缓，

或银行业客户的投资和采购方式、风险控制模式、经营情况等发生重大变化，将会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和业务发展产生较大影

响，因而影响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4、市场竞争加剧导致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银行实物流转内控风险管理领域作为一个发展较快的新兴市场，随着新竞争者的进入，公司将逐渐面临国内外较强竞争

对手的竞争。目前，公司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国内外从事银行业务管理解决方案开发的一体化服务供应商、安防产品生产商、

金融机具生产商等。如果公司不能及时推出新产品和对原有产品进行升级换代以提高市场的进入门槛、不能扩大和维持现有

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影响力，公司将面临因市场竞争加剧导致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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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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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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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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喆 境内自然人 38.30% 32,175,000 32,175,000   

马铮 境内自然人 24.17% 20,299,500 20,299,500   

苏州衡赢真盛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6% 4,500,000 4,500,000   

珠海瑞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8% 2,925,000 2,925,000   

梁铁民 境内自然人 2.09% 1,755,000 1,755,000   

宋昌林 境内自然人 0.70% 585,000 585,000   

王毅 境内自然人 0.70% 585,000 585,000   

叶亚君 境内自然人 0.21% 180,000 0   

陈振静 境内自然人 0.16% 137,400 0   

李麒 境内自然人 0.13%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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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亚君 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 

陈振静 13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400 

李麒 1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 

杨秀东 98,800 人民币普通股 98,800 

汪海涛 93,950 人民币普通股 93,950 

闫军 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88,800 

庄根林 88,250 人民币普通股 88,250 

徐素玲 85,221 人民币普通股 85,221 

周凌云 76,100 人民币普通股 76,100 

柳振江 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75,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喆持有珠海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5.13%的股份，为珠

海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1、公司股东叶亚君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0,000

股。2、公司股东陈振静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3,150 股外，还通过上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4,25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37,400 股。3、公司

股东庄根林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1,399 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6,851 股，实际合计持有 88,250 股。4、公司股东徐素玲通

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5,221 股。5、公司股东周凌



珠海汇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6 

云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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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股

数 

本期增加限售股

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拟解除限售日期 

陈喆 21,450,000 0 10,725,000 32,175,000 
首发前个人类限

售股 

2019 年 11 月 17

日 

马铮 13,533,000 0 6,766,500 20,299,500 
首发前个人类限

售股 

2017 年 11 月 17

日 

苏州衡赢真盛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3,000,000 0 1,500,000 4,500,000 
首发前机构类限

售股 

2017 年 11 月 17

日 

珠海瑞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950,000 0 975,000 2,925,000 

首发前机构类限

售股 

2019 年 11 月 17

日 

梁铁民 1,170,000 0 585,000 1,755,000 
首发前个人类限

售股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宋昌林 390,000 0 195,000 585,000 
首发前个人类限

售股 

2017 年 11 月 17

日 

王毅 390,000 0 195,000 585,000 
首发前个人类限

售股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宋京生 39,000 0 19,500 58,500 
首发前个人类限

售股 

2017 年 11 月 17

日 

李志良 39,000 0 19,500 58,500 
首发前个人类限

售股 

2017 年 11 月 17

日 

李智勇 39,000 0 19,500 58,500 
首发前个人类限

售股 

2017 年 11 月 17

日 

合计 42,000,000 0 21,000,000
注 63,000,000 -- -- 

注：报告期内，上述所有股东限售股份增加的原因，均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了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60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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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财务报表项目和财务指标 重大变化说明 

一、资产、负债、权益变动情况 

应收票据 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584.18万元，下降56.82%，主要原因系应收票据到期兑现所致。 

预付款项 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74.87万元，下降39.26%，主要原因系采购预付款减少所致。 

应收利息 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23.09万元，增长32.67%，主要原因系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增加相应利息

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72.51万元，增长55.56%，主要原因系保证金、押金、备用金等款项增加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47.64万元，增长57.76%，主要原因系预付软件购置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2,714.90万元，下降75.02%，主要原因系预收客户货款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889.74万元，下降59.66%，主要原因系支付上年底计提的年终奖金及提

成所致。 

其他应付款 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16.74万元，下降68.34%，主要原因系支付上年底未付报销款所致。 

股本 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2,800.00万元，增长50.00%，主要原因系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二、收入、成本、费用变动情况 

销售费用 同比增加457.27万元,增长62.63%,主要原因系公司加强市场推广及年初售后服务集中投入增

加费用支出所致。 

管理费用 同比增加347.45万元,增长52.75%,主要原因系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同比增加317.77万元,增长3447.46%,主要原因系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同比减少322.86万元,下降33.64%,主要原因系增值税即征即退收入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与上年同期均为净流出，本期净流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1,134.22万元，同比增长113.13%,主要原因系支付职工薪酬及各项税费同比增加，以及收到的

税费返还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为净流入221.11万元，上年同期净流出11,043.28万元，主

要原因系本期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且相关资金收支均在本期，上年同期相关资金支出

与收回不在同期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与上年同期均为净流出，本期净流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珠海汇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8 

984.00万元，同比下降32.80%,主要原因系本期分配现金股利减少所致。 

四、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 同比减少0.20元/股,下降45.45%,主要原因系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及股本比上年一季度末大

幅增加所致。 

二、业务回顾和展望 

报告期内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具体因素 

2017年第一季度，公司继续专注于银行实物流转内控风险管理整体解决方案设计及相关应用产品的开发，按照年初制定

的经营计划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经营活动稳定，营业收入保持稳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53.81万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1.21%。公司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62.63%，主要系公司加强市场推广以及年初售后服务集中投入增加费用支

出所致，截止4月底，公司已新增多个储备项目；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52.75%，主要系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增加研发支出

163.33万元。因此，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04.71万元，同比下降28.25%。 

重大已签订单及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数量分散的订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产品或服务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有关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研发项目的进展及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重要研发项目的进展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拟达到目标 目前进展 

1 
平安银行动态密码锁

系统 

通过动态密码锁系统与平安银行系统 ATMV 端对接，实现对加钞环节的流程化及

实时管理；有效的控制加钞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避免了原有模式下钥匙及密

码交接换管理成本高及管理难度大的问题；加钞环节符合行方操作流程及安全管

控原则；系统严格遵循平安银行对密钥管理、数据同步及异地灾备的要求。 

产品试运行 

2 
汇金动态密码门禁控

制系统 

加钞间门禁管理系统实现适合不同加钞间门的灵性锁与插芯锁，配合后台系统，

能实时监控门锁的开关状态，并通过摄像头对开锁人员进行实时录像与头像抓拍，

并在后台服务形成开锁记录，做到有效实时记录管理与查看。 

产品化 

3 
KM3000D 动态密码锁

系统 

基于 JAVA 平台的打造的新一代动态密码锁系统；吸取了 KM3000A、KM3000B、

KM3000C 等以往版本的优点及操作模式，并根据市场发展形式，优化已有操作模

式；模块化的设计模式，便于后期与各银行实现深度对接及扩展；丰富的配置信

息便于客户根据实际需要灵活配置。优化人机交互，操作更灵活；重新设计权限

管理模块，更贴近目标客户使用习惯，可同时满足集中管理及分散性管理模式。 

产品优化 

4 

基于 X 轴 Y 轴任意位

置用印的卡钔智能印

控仪 

实现管理印章和控制印章使用的功能，采用全封闭设计，印章安装在设备内部，

从外部无法看到印章的安装位置、安装数量，盖章时，通过系统驱动自动用印或

人工选点用印，从外部无法看到印章的盖章过程；设备支持普通文件（装订或散

页）A4 范围内任一点用印、硬皮装订文件用印、装订文件骑缝用印；设备可自动

产品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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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拟达到目标 目前进展 

记录盖章前后文件影像、用印过程环境影像、印章门开启影像。 

5 高安全智能密码锁 

实现满足各种品牌的 ATM 机和保险柜上安装的一款锁具，锁具功能如下：1、满

足 VDS、GA374 高安全密码锁相关技术要求；2、支持三种工作模式，即静态密

码模式、动态密码模式、动静态混合模式；3、支持带屏和不带屏两种控制器；4、

主电源为 9V 电池，备用电源为 5V USB 供电；5、支持温度报警和振动报警 

产品试制 

6 
卡钔智能印章管理跨

平台 BPM 系统 

卡钔智能印章管理 BPM 系统支持印章生命周期管理、用印操作管理、用印版式

管理、电子印章、系统管理、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集成 OCR（光学字符识别）

和用印版式定义功能，支持手工用印和自动识别用印；具备业务流程申请、审批

及查询等管理功能，涵盖行政用印和业务用印的应用场景；支持汇金智能印控仪

开放式和封闭式多种型号设备。 

产品试运行 

7 视频服务器开发 

为了简化加钞间门禁系统架构，减少资源占用，缩短安装时间，视频服务器在包

含网络适配器的功能基础上，整合 NVR 的视频功能；主要功能包括对开锁人员

进行视频记录、拍照功能，支持扩展外存储设备 TF 卡，支持视频记录的搜索和

输出。 

产品化 

8 批量盖章设备 

支持放入凭证票据，批量盖章；该设备要适应单页票据纸张的盖章，比如本票、

汇票、空白凭证等票据凭证以及办公打印文件；该设备要支持三种工作模式：全

自动批量盖章模式，手动同规格批量盖章模式，半自动批量盖章模式；批量盖章

设备利用先进的自动技术为银行客户提供安全、快速、方便盖章业务，尽量减少

银行传统盖章各环节的巨大时间消耗，助力银行盖章业务智能化、自动化。 

产品试制 

9 
汇金自助政务服务终

端系统 

汇金自助政务终端服务系统是以信息识别处理技术为核心，机电一体化技术为背

景的高科技集成系统，包含自助服务终端设备和自助政务服务平台两大部分；是

顺应国家政策方针“服务于民”的大好形势，适合从自助查询打印、到商事登记服

务和行政审批、再到行政缴费自助服务等应用场景，集合了政务服务软件系统平

台与智能自助设备互依的完整应用模式，可实现跨部门跨区域的互联互通的政务

在线自助服务。 

产品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的无形资产、核心竞争能力、核心技术团队或关键技术人员（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发生重大变化

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前 5 大供应商的变化情况及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前五大供应商的变化是根据业务需要进行采购引起的，属正常变化，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前五大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6,634,798.17 6,342,833.09 4.60% 

前五大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报

告期采购总额比例（%） 
43.11% 45.28% -2.17% 

报告期内公司前 5 大客户的变化情况及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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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均系公司长期客户，相关变化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前五大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37,355,633.60 40,140,305.49 -6.94% 

前五大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报告

期销售总额比例（%） 
76.96% 83.70% -6.74% 

 

年度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年度经营计划未发生变化。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的各项工作按照全年的经营计划执行。 

 

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的重要风险因素、公司经营存在的主要困难及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 适用 √ 不适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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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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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3,296.61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5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228.7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截止报

告期末

累计实

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银行自助设备内控

管理解决方案升级

改造项目 

否 14,547.65 
14,547.

65 
9.52 

2,187.9

3 
15.04% 

2019 年

04 月 30

日 

0 0 否 否 

银行现金实物流转 否 7,132.16 7,132.1 0 847.34 11.88% 2019 年 0 0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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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控管理解决方案

升级改造项目 

6 04 月 30

日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4,154.45 
4,154.4

5 
0 102.83 2.48% 

2019 年

04 月 30

日 

0 0 否 否 

银行印章管理解决

方案建设项目 
否 6,006.54 

6,006.5

4 
0 994.76 16.56% 

2019 年

04 月 30

日 

0 0 否 否 

物流内控管理解决

方案建设项目 
否 1,455.81 

1,455.8

1 
0 95.86 6.58% 

2019 年

04 月 30

日 

0 0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33,296.61 
33,296.

61 
9.52 

4,228.7

2 
-- -- 0 0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合计 -- 33,296.61 
33,296.

61 
9.52 

4,228.7

2 
-- -- 0 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项目目前处于投入、建设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适用 

报告期内发生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和延期完成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出具了同意的意见。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与延期完成事项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适用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公司已利用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金额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于 2017

年 1 月 5 日出具了《关于珠海汇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

的鉴证报告》（瑞华核字[2017] 40060001 号）。依据上述鉴证报告，公司已于 2017 年 1 月 6 日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合计 3,900.4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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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完成募投项目，存放于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账户；同时使用 25,000 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六、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要求和审议程序实施利润分配，分红标准和分红比例明确、清晰，决策程序和

机制完备。 

    公司分别于2017年1月16日和2017年2月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的议案》，公司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截至2016年12月31日总股

本56,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6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公司于

2017年2月10日披露了《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本次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2月1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7年2月17日。 报告期内，公司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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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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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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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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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珠海汇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9,371,567.59 138,688,3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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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8,700.00 10,280,540.00 

  应收账款 48,287,983.75 44,808,957.69 

  预付款项 1,158,563.42 1,907,307.39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937,850.68 706,917.81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030,118.82 1,305,054.2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57,942,387.20 54,306,320.13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07,530,282.49 405,231,960.87 

流动资产合计 621,697,453.95 657,235,432.37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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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5,819,340.07 16,410,128.45 

  在建工程 5,309,717.38 5,282,345.07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0,586,955.79 10,663,057.4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096,177.56 1,345,937.22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84,657.68 2,093,659.25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01,196.58 824,786.32 

非流动资产合计 36,298,045.06 36,619,913.72 

资产总计 657,995,499.01 693,855,3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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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账款 12,407,199.28 12,128,641.82 

  预收款项 9,038,090.84 36,187,046.2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6,016,891.81 14,914,314.89 

  应交税费 3,743,772.56 3,996,9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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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7,557.10 244,9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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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1,283,511.59 67,471,8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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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6,310,964.95 5,869,5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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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0,964.95 5,869,564.50 

负债合计 37,594,476.54 73,341,422.49 

所有者权益：   

  股本 84,000,000.00 56,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31,721,226.28 359,721,226.28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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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余公积 28,417,518.75 28,417,518.7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76,262,277.44 176,375,178.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20,401,022.47 620,513,923.6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620,401,022.47 620,513,923.6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57,995,499.01 693,855,346.09 

法定代表人：陈喆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晓丽                     会计机构负责人：马晓丽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48,538,083.21 47,957,620.72 

  其中：营业收入 48,538,083.21 47,957,620.72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4,391,143.44 24,776,261.46 

  其中：营业成本 12,194,866.49 10,864,0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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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719.09 149,360.20 

     销售费用 11,873,904.53 7,301,181.63 

     管理费用 10,060,780.15 6,586,258.55 

     财务费用 -166,382.64 -124,568.12 

     资产减值损失 165,255.82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3,269,878.09 92,1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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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7,416,817.86 23,273,534.55 

  加：营业外收入 6,368,106.12 9,596,686.82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21.75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3,784,923.98 32,870,199.62 

  减：所得税费用 3,737,825.11 4,930,529.95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0,047,098.87 27,939,669.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047,098.87 27,939,669.67 

  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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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

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

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

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

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

享有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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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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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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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098.87 27,939,669.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20,047,098.87 27,939,66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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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 0.4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24 0.44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元。 

法定代表人：陈喆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晓丽                     会计机构负责人：马晓丽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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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85,846.09 30,253,9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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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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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1,206.12 9,596,356.8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140,518.11 138,836.6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437,570.32 39,989,1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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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172,312.14 16,397,6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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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15,842.54 17,471,038.52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581,466.45 8,115,068.6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9,335,824.44 8,031,105.6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805,445.57 50,014,817.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67,875.25 -10,025,692.4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57,000,000.00 27,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269,878.09 92,1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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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269,878.09 27,092,175.2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058,809.50 1,324,965.82 

  投资支付的现金 357,000,000.00 136,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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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058,809.50 137,524,965.8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11,068.59 -110,432,790.5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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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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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000.00 3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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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000.00 30,00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60,000.00 -30,0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9,316,806.66 -150,458,482.9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8,588,374.25 176,034,612.1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9,271,567.59 25,576,129.20 

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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