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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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朱文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褚文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褚文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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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3,069,638.06 4,277,110,591.30 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49,570,265.45 3,701,873,083.92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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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953,023.72 210.55% 606,721,050.98 13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9,233,404.08 2,451.46% 148,292,085.40 1,35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3,733,792.78 4,833.43% 145,057,572.59 3,224.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615,410.85 1,275.79% 45,075,713.37 125.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1 1,310.00% 0.302 694.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1 1,310.00% 0.302 694.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 增长 1.42 个百分点 3.93% 增长 2.4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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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5,867.73 主要为北京丰东处置损失 

债务重组损益 1,221,740.35 
2017 年 4~5 月北京丰东债务重
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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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7,909.60 
主要系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保本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4,297.0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85,792.3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9,180.00  

合计 3,234,51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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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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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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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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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权健东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75% 96,900,000 96,900,000 质押 28,500,000 

徐正军 境内自然人 16.33% 80,126,857 80,126,857 质押 50,480,000 

东方工程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9.60% 47,100,000    

朱文明 境内自然人 8.21% 40,272,614 40,272,614   

王金根 境内自然人 6.94% 34,069,687 34,069,687 质押 10,594,700 

束昱辉 境内自然人 5.43% 26,641,883    

北京众诚方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1% 10,331,948 10,331,948 质押 10,331,94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科

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1.75% 8,599,627    

和华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1.71% 8,388,868    

深圳市金蝶软件配套用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6,309,201 6,309,201 质押 2,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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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工程株式会社 47,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1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科讯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599,627 人民币普通股 8,599,627 

和华株式会社 8,388,868 人民币普通股 8,388,86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85,036 人民币普通股 2,585,03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90,00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83,695 人民币普通股 1,983,695 

朱德芳 1,860,353 人民币普通股 1,860,35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常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90,836 人民币普通股 1,790,83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联安优选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19,477 人民币普通股 1,719,477 

陈汉权 1,700,519 人民币普通股 1,7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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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朱文明、束昱辉为一致行动

人；徐正军、王金根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

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联关

系，亦不存在公司已知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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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中有较大变动情况的项目及原因说明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元） 

上年年末             

(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291,755,486.15 217,567,470.11 34.10% 
主要系部分应收账款未到账期，且部分客户为政府或国有控股单

位，付款审批流程较长，回款相对缓慢所致 

预付款项 118,421,223.15 20,861,470.48 467.66% 主要系预付股权收购款、生产经营预付款未到票所致 

存货 206,154,723.43 151,298,479.73 36.26% 主要系热处理设备在产品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41,477,897.95 7,120,997.21 3,291.07% 主要系新增投资2.4亿保本理财产品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1,478,374.50 23,004,374.50 210.72% 主要系新增参股公司投资款所致 

开发支出 10,950,470.49   主要系一级子公司方欣科技研发支出资本化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722,613.44 9,303,103.43 69.00% 
主要系本年新增二级子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转入及本年计提资

产减值损失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其他应付款 10,821,401.40 20,592,467.97 -47.45% 主要系本年处置一级子公司北京丰东导致其他应付款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205,416.67 84,583.33 142.86% 主要系预提借款利息所致 

长期借款 2,183,741.86   主要系本年新增三级子公司苏州艾普长期借款转入所致 

2、利润表中有较大变动情况的项目及原因说明 

项    目 
2017年1-9月 

（元） 

2016年1-9月                   

（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06,721,050.98 258,958,925.62 134.29% 主要系新增合并子公司方欣科技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308,556,584.09 182,350,224.52 69.21% 
主要系新增合并子公司方欣科技收入增加，同时增加成本
所致 

税金及附加 5,742,804.27 2,377,200.43 141.58% 主要系按照财会[2016]22号文调整税金及附加归类所致 

销售费用 27,005,672.99 15,870,175.29 70.17% 主要系新增合并子公司方欣科技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118,810,214.83 49,952,755.35 137.85% 主要系新增合并子公司方欣科技管理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9,372,753.66 1,907,319.01 -591.41% 主要系收到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以及贴息收入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997,348.74 758,940.67 426.70% 主要系新增合并子公司方欣科技增加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投资收益 10,099,629.39 1,079,584.54 835.51% 主要系热处理板块合营公司盐城高周波业绩好转所致 

其他收益 7,276,104.90    
主要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将与公
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归集于其他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1,565,686.01 9,246,909.80 -83.07% 

主要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将与公
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归集于其他收益、2016

年归集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所得税费用 16,874,688.31 4,052,237.47 316.43% 主要系利润增加导致所得税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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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流量表中有较大变动情况的项目及原因说明 

项    目 
2017年1-9月 

 （元） 

2016年1-9月                   

（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075,713.37 19,978,118.93 125.63% 
主要系新增子公司方欣科技经营性现金流入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5,626,011.20 16,124,910.42 -2,553.51% 主要系投资理财产品及股权投资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616,934.72 5,001,287.30 572.17% 主要系新增银行贷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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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推公司“热处理设备及服务+互联网财税服务”双规发展战略，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企业与深圳前海恒瑞方圆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朱文明、徐正军、束昱辉以及其他潜在投资方合作设立“方泽（嘉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名称以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的为准，简称“并购基金”），并购基金总规模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并购基金用于服务于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方欣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2 亿元参与设立该并购基金。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17 年 1 月

1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7 年 7 月 7 日，公司与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内容主要包括：（1）苏州工业园区管理

委员会将全力支持本公司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基金首期规模为 15 亿元人民币，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产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将

出资 3 亿元人民币参与基金设立。（2）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积极鼓励金财互联数据中心业务总部（含人工智能研究院）

设在苏中工业园区内。该合作框架协议中所包含的并购基金系公司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拟参与设立

并购基金的议案》中有关设立并购基金工作的进一步落实。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对该事项的进展进行了公告。 

为保证该并购基金优先级资金的募集及该并购基金后续的顺利运作，公司为拟设立的并购基金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在基

金存续期的实缴出资额及预期投资收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该事项已经公司 2017 年 9 月 2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本报告期末，并购基金的筹建正在有序推进中。 

2、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欣科技”）拟以现金方式收购青岛高校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高信股份”）、杜长河、青岛融易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青岛高新金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交易合计为 19,100 万元人民币。该事项已经公司 2017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7 年 4 月 6 日，方欣科技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高信股份、杜长河分别支付了本次交易股权转让对价

款的 50%，即向高信股份支付 4870.50 万元，向杜长河支付了 859.50 万元。2017 年 5 月 31 日，高新金财已办理完毕本次交

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截止本报告期末，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正在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持续有效推进之中，方欣科技将严格按照

《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行使相关权利并履行相关义务，同时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在满足付款条件后支付

本次交易的后续股权转让对价款。 

3、为助推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欣科技互联网财税服务业务的发展，更好地实施方欣科技“在全国范围快速推广财税云服

务，加快聚集平台用户数量；建设智慧财税服务互联平台，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生态圈；建立企业大数据创新服务平台”

发展战略，方欣科技拟出资设立子公司广州市金财互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人民币。该事项已经公

司 2017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7 年 9 月 8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广州金财互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追加投

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欣科技以自有资金向广州金财互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追加投资 20,000 万元人民币。 

截至本报告期末，广州金财互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正在等待金融监管部门的审核批复。 

4、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欣科技与关联方广东益东金财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订写字楼租赁合同，租赁其位于广州

市黄埔区科技大道 82-88（双号）绿地中央广场 C3 栋 1-10 层，租期十年，方欣科技共预计支付租金 107,090,228.77 元。该

事项已经公司 2017 年 8 月 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截至本报告期末，方欣科技已部分支付首年租金 2,857,210.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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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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93% 至 426.88%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2,530 至 24,53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655.6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系方欣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热处理板块业务较上年

相比有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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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文明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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