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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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志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守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守俊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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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202,465,470.55 212,666,576.76 -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341,214.28 11,592,551.90 -1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551,884.90 7,532,043.21 0.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4,994,474.88 25,728,423.18 -819.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7 0.0029 -6.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7 0.0029 -6.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2% 0.24%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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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2,302,459.29 8,192,656,625.83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34,679,712.99 6,113,006,765.02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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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657.47 处置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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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6,867.10 收到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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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14.93 
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导致的公

允价值变动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5,453.14 对外捐赠、垃圾回收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1,735.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83.16  

合计 1,789,32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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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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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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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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国

有资产投资经营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46% 350,000,000 0   

王志全 境内自然人 6.86% 192,579,739 156,566,571 质押 101,166,700 

北京银叶金光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8% 140,000,000 0 质押 68,000,000 

广州中值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0% 75,960,417 75,960,417   

王新宇 境内自然人 2.69% 75,681,033 75,681,033 质押 32,840,000 

北京国润贵真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9% 70,000,000 0 质押 50,000,000 

民生证券－兴业

银行－民生稳赢

2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2.34% 65,832,360 65,832,360   

北京瑞联京深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6% 60,768,336 60,768,336   

文冰雪 境内自然人 1.93% 54,257,138 0 质押 54,000,000 

北京汇宝金源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 50,640,276 50,64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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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泓华股权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 50,640,276 50,640,276 质押 33,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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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

有限公司 
35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00 

北京银叶金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00 

北京国润贵真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7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0 

文冰雪 54,257,138 人民币普通股 54,257,138 

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6,676,226 人民币普通股 46,676,226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平安银

行－平安汇通瑞祥 15 号资产管理

计划 

42,352,941 人民币普通股 42,352,941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安

大华平安金橙财富 102号资产管理

计划 

38,822,185 人民币普通股 38,822,185 

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7,642,113 人民币普通股 37,642,113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资产

方圆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37,465,653 人民币普通股 37,465,653 

李颀 36,182,700 人民币普通股 36,182,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属九鼎投资控制。除此之外，公司未获悉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获悉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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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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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变动分析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资产 

- 40,035,414.93 -100.00% 本期处置收回了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59,869,530.00 87,499,525.00 -31.58% 系结算原因导致应收票据减少 

应收利息 6,902,659.37 1,966,884.84 250.94% 本期计提了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 

在建工程 9,782,751.27 7,420,301.81 31.84% 本期对在建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 12,637,722.54 7,367,427.98 71.54% 系本期加大了研发投入所致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变动分析 

应付票据 27,834,336.80 46,832,768.85 -40.57% 系结算原因导致应付票据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23,546,637.91 76,558,683.20 -69.24% 系本期支付了年终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59,146,082.09 180,982,296.13 -67.32% 系本期支付了年度相关税费所致 

应付利息 1,639,058.31 629,738.89 160.28% 系本期计提了理财产品投资收益所致 

长期借款 423,728.96 677,966.24 -37.50% 系归还了长期借款所致 

递延收益 38,486,666.67 26,486,666.67 45.31% 系本期新收到了政府补助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分析 

财务费用 1,315,094.65 -226,850.94 -679.72% 系本期增加了短期借款利息支出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1,954,933.94 -2,064,707.26 479.01% 系本期变更会计估计，新增应收款项

半年内不计提坏账，导致了资产减值

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5,414.93 -1,382,205.46 -97.44% 系上年同期交易性金融资产金额较大

导致的公允价值变动较大所致 

投资收益 9,492,443.53 313,327.09 2929.56% 系本期计提了理财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882,589.80 227,333.44 288.24% 系本期给予西南交大捐赠支出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分析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383,797,241.47 287,085,003.62 33.69% 主要系本年度较上年同期相比收回了

较多的销售款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 49,583,641.91 346,058,328.08 -85.67% 系上年度收到了业绩承诺押金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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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有关的现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229,605,334.81 158,129,413.80 45.20% 主要系本年度较上年同期相比支付了

较多的采购款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6,362,191.07 54,268,461.17 188.13% 主要系2016年度收入及利润较上年有

所增长，使得一季度缴纳税费较上年

同期增长较多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22,310,411.61 308,051,876.60 -60.30% 主要系上年度支付了业绩承诺补偿款

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52,963,955.96 173,615,947.93 506.49% 主要系本期收回的理财投资款及理财

收益较多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 450,904.62 -100.00% 系上年同期理财收益金额，因本期披

露口径所致，本期理财收益归入收回

投资收到的现金披露 

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2,012,763.70 9,059,689.24 -77.78% 主要系本期采购固定资产及长期资产

较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81,000,000.00 139,800,000.00 673.25% 主要系本年购买较多的理财产品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 1,593,113,130.09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重大资产重组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2,177,177,318.00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 12,439,682.23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重大资产重组所致 

 

四、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变动分析 

预付款项 9,179,849.28 2,400,115.40 282.48% 主要系本期预付了较多采购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9,538,353.30 86,232,899.88 -65.75% 本期赎回了理财产品所致 

无形资产 21,831,760.97 14,385,613.21 51.76% 主要系本期完成了无形资产产权变更

导致无形资产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675,862.16 503,677.21 34.19% 主要系股权激励费用所产生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 8,018,867.90 -100.00% 主要系本期完成了无形资产产权变更

导致其他非流动资产所致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变动分析 

短期借款 60,000,000.00 3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新增了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72,819.99 3,723,992.27 -73.88% 主要系本期支付了年终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8,061,809.31 28,013,542.49 -71.22% 主要系本期支付了相关税费所致 

 

五、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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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分析 

税金及附加 376,643.20 16,800.00 2141.92% 主要系本期所涉及的相关房产税、印

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均纳入此科目

核算所致 

管理费用 5,513,426.17 2,344,630.30 135.15% 主要系本期员工较上年同期相比有所

增加及本期股权激励费用计提所致 

财务费用 -198,022.27 -1,349,942.07 -85.33% 主要系本期新增了短期借款导致的利

息支出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00,000.00 300,000.00 -266.67% 系本期变更会计估计，新增应收款项

半年内不计提坏账，导致了资产减值

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1,095,172.46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持有的开放型基金公

允价值变动所致，此基金已于去年赎

回 

投资收益 155,395.98 - 100.00% 主要系本期计提了理财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500,000.00 200,000.00 150.00% 系本期给予西南交大捐赠支出所致 

所得税费用 -172,184.95 -348,793.11 -50.63% 主要系本期会计估计变更，导致计提

坏账准备下降，从而使得坏账引发的

递延所得税费用下降 

 

六、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分析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5,764,176.17 327,664.41 1659.17% 主要系本期员工较上年同期相比有所

增加及支付了年终奖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375,420.20 1,099,868.00 1752.53% 主要系预支付了相关税费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458,548,051.19 196,256,779.64 133.65% 主要系本期经营性支出较去年有所增

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26,324,531.86 -  100.00% 主要系本期收回了理财产品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70,000,000.00 1,724,353,650.00 -95.94% 主要系去年同期重大资产重组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2,176,949,997.00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326,250.00 - 100.00% 主要系本期新增短期借款利息支出所

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    12,439,682.23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重大资产重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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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6年12月9日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将所持掌娱天下10%股权以1,624.83万元转让给宋金虎，王

勇、楚立及掌娱天下为宋金虎就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掌娱天下为王勇、楚立、宋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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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支付的业绩补偿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相关付款义务人及担保人于2017年6月30日前分期向公司支付

业绩补偿款及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6,000万元。截至2017年3月30日，王勇、楚立、宋金虎及掌娱天下已

向公司合计支付业绩补偿款4,000万元。 

2、2017年2月，公司与北京交通大学合作开发的智慧协同网络体系及关键技术获得教育部颁发的技术

发明一等奖。 

3、公司在报告期内按照专业方向先后设立了神州高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神州高铁车辆技术

有限公司、神州高铁供电技术有限公司、神州高铁线路技术有限公司、神州高铁信号技术有限公司五家全

资子公司，注册资本均为5,000万元；另外，公司设立了神州高铁（香港）有限公司、CHSR (U.S.A.) LLC

两家海外全资子公司。专业子公司的设立有利于发挥公司各板块的专业优势，坚持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

保证核心技术产品的持续创新，同时也为公司未来继续实施产业并购，快速整合新业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海外子公司的设立有利于公司借助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搭船出海，促进公司业务全面覆盖海外轨道交通市

场。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成都掌娱天下科技有限公司交易相

关事项 

2016 年 12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6143 

2016 年 12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6150 

2017 年 04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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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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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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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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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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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1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与海淀国投合作情况 

2017 年 01 月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介绍、2020 战略规划解

读、公司三大核心业务规划情况、与海

淀国投合作情况 

2017 年 01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业绩情况 

2017 年 01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询问股东文冰雪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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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王志全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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