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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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学华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勇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张文斌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未来计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描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

的实质承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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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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651,894,757.15 4,572,132,957.91 4,659,618,089.72 -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931,990,232.48 2,841,551,780.79 2,866,436,579.52 2.2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84,527,91

3.84 

310,692,56

3.24 

310,692,56

3.24 
23.76% 

1,050,821,

185.95 

855,855,98

2.96 

855,855,9

82.96 
2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1,618,036

.78 

10,246,365

.00 

10,237,614

.53 
111.16% 

99,741,233

.87 

50,864,135

.00 

50,837,39

0.95 
9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709,768

.71 

8,766,049.

08 

8,757,298.

61 
22.30% 

79,944,361

.21 

46,436,708

.96 

46,409,96

4.91 
72.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35,132,70

4.36 

113,005,19

4.37 

112,996,13

1.77 
19.59% 

221,016,21

0.75 

39,037,622

.03 

39,100,38

3.08 
465.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9 0.0118 0.0118 85.59% 0.1008 0.0588 0.0588 7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5 0.0118 0.0118 82.20% 0.0992 0.0588 0.0588 68.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0.74% 0.73% 0.02% 3.45% 3.73% 3.66%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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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75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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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8,2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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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667.45  

减：所得税影响额 4,136,532.9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5,178,262.57 
主要是公司募集资金理财产品

产生的收益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057.73  

合计 19,796,872.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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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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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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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惠榕 境内自然人 21.90% 220,653,000  质押 94,000,000 

陈国鹰 境内自然人 21.56% 217,234,000  质押 48,000,000 

林金全 境内自然人 5.46% 54,992,258    

北京中财裕富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财定增宝 5

号私募基金 

其他 2.51% 25,267,741 25,234,241   

武汉众邦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武

汉众邦资产定增

2 号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43% 24,531,515 24,531,515   

兴瀚资产－兴业

银行－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31% 23,317,718 23,317,718   

隋榕华 境内自然人 1.56% 15,716,256 7,858,128   

福建国脉集团有 国有法人 1.27% 12,776,832 12,776,832 质押 12,776,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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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农银国际投资

（苏州）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22% 12,265,758 12,265,758   

安信基金－工商

银行－杭州巨鲸

财富管理有限公

司 

其他 1.22% 12,265,758 12,265,758   

北信瑞丰基金－

招商银行－华润

深国投信托－华

润信托·博荟 44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22% 12,265,758 12,26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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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惠榕 220,6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653,000 

陈国鹰 217,2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234,000 

林金全 54,992,258 人民币普通股 54,992,258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707,229 人民币普通股 8,707,229 

隋榕华 7,858,128 人民币普通股 7,858,128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聚瑞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466,160 人民币普通股 7,466,160 

北京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70,000 

曹栋 4,106,700 人民币普通股 4,106,7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4,074,691 人民币普通股 4,074,691 

苏颜翔 3,615,054 人民币普通股 3,615,0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林惠榕女士系陈国鹰先生之妻，林金全先生为陈国鹰先生岳父，陈国鹰先生系福建国脉

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国鹰先生、林惠榕女士、林金全先生及福建国脉集团有

限公司为公司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50.19%股份。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曹栋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4106700 股，苏颜翔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3615054 股,北京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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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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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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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物联网发展战略，打造“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运营平台，推动信息通信技术（lCT技

术）与健康医疗产业融合，将通过进一步整合医疗健康领域的个人基因组学数据，结合公司正在积极探索的利用物联网技术

构建智能健康管理解决方案，打造集“基因检测+实时监测+个性化健康管理综合解决方案”为一体的精准医疗人工智能平台，

促进公司在传统医疗健康领域构建优质的生物医疗大数据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良好，各项主要经营指标均好于去年同期。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5.9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6.20%。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及原因 

大幅变动项目 报告期期末数 报告期期初数 增减幅度 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483,960,502.95 1,671,899,524.25 -71.05% 主要是公司购买理财产品10亿元

所致。 

预付款项 149,493,726.39 63,023,824.30 137.20% 主要是ICT集成服务业务项目采购

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091,901.15 7,801,519.34 42.18% 主要是员工备用金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44,223,656.58 20,310,395.47 5041.33% 主要是公司购买理财产品10亿元

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6,083,175.91 55,882,035.19 89.83% 主要是国脉科学园按预收账款预

缴费税所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大幅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74,000,000.00 80,000,000.00 117.50% 主要是国脉科技及国脉信息ICT集

成业务需要，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增

加所致。 

应付票据 100,519,137.00 53,455,000.00 88.04% 主要是ICT集成服务业务需要，国

脉信息新增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预收款项 392,408,928.01 220,103,687.97 78.28% 主要是国脉科学园预收购房款增

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3,162,161.68 37,621,805.62 -38.43% 主要是公司支付上年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75,312,630.24 11,966,878.58 529.34% 主要是利润总额增加带来的所得

税增加，以及科学园预提的土地增

值税净增加共同所致。 

应付利息 4,599,434.32 12,015,156.25 -61.72% 主要是公司本期偿还上年债券利

息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36,000,000.00 390,000,000.00 -90.77% 主要是国脉科学园归还借款3.54亿

元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524,827.41 2,317,226.33 -34.20% 主要是国脉设计待转销项税额减

少所致。 

长期借款 18,000,000.00 54,000,000.00 -66.67% 主要是理工学院转入一年内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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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流动负债3600万元所致。 

递延收益 1,097,679.76 1,590,706.78 -30.99% 主要是本期转入其他收益所致 

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及原因 

大幅变动项目 报告期期末数 报告期期初数 增减幅度 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税金及附加 47,971,750.22 4,698,751.32 920.95% 主要是国脉科学园实现收入，计提

的土地增值税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9,042,535.82 25,256,553.54 54.58% 主要是国脉科学园开发完成，利息

费用停止资本化所致。 

投资收益 47,856,198.40 16,955,714.51 182.24% 主要是取得的理财产品收益、厦门

国脉银行分红以及确认的 

兴银基金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925,288.50 6,181,605.95 -52.68% 主要是口径调整部分补贴收入在

“其他收益”列示所致。 

营业外支出 732,546.21 69,965.08 947.02% 主要是国脉科技固定资产清理产

生的支出所致。 

所得税费用 14,988,619.34 2,723,062.86 450.43% 主要是公司利润总额增加，按税法

规定计提的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9,741,233.87 50,837,390.95 96.20% 主要是：（1）国脉科学园开发实

现收入带来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2）公司实施“物联网+”战略，先

行在金融等重点行业布局，报告期

投资收益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及原因 

大幅变动项目 报告期期末数 报告期期初数 增减幅度 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1,016,210.75 39,100,383.08 465.25% 主要是子公司国脉科学园收到的

购房款大幅增加造成的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大幅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42,537,847.54 -44,426,806.14 -2246.64% 主要是公司购买理财产品10亿元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70,923,072.51 16,978,451.33 -2284.67% 主要原因是公司发行限制性股票

收到现金1.13万元，以及公司净归

还外部借款4.88亿元共同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192,781,223.71 11,866,959.01 -10151.28

% 

主要是受公司购买理财产品10亿

元，国脉科学园预收购房款增加造

成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大幅改

善，合并经营活动现金净额同比增

加2.21亿元，公司净还外部借款

4.88亿元共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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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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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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至 13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3,922.17 至 17,789.44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7,734.5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理工学院成为公司发展的技术支撑平台，产、学、研融合的模式带来良

好的协同效应，教育规模扩大，教育的收入和利润增加；2、公司实施“物

联网+”战略，先行在金融等重点行业布局带来的投资收益增加。3、公司 ICT

园区开发与运营收入实现带来的利润增加。 

注：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734.54万元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数据，追溯调整后数据为7,731.17

万元。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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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3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披露于深交所互动易的《国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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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04》 

2017 年 09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披露于深交所互动易的《国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7-005》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学华 

2017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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