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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6                               证券简称：*ST 云网                            公告编号：2018-42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云网 股票代码 0023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荣春献 覃检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 23 号龙德行大

厦六层 

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23号龙德行大厦

六层 

电话 010-88137895 010-88137895 

电子信箱 rongchunxian@126.com qinjian049@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餐饮团膳业务，经营模式为项目方（如：学校、企事业单位、

医院）人员提供餐饮管理及餐饮服务获得业务收入，影响团膳业务业绩的因素主要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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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区域经济水平、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管理成本等因素，目前公司团膳项目主要分

布在北京市、郑州市，2017年度，公司主要业务收入如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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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96,686,958.07 100,285,683.63 -3.59% 376,635,85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30,510.19 -54,078,360.25 66.10% 65,574,04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236,239.28 -32,565,580.49 40.93% -218,031,747.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44,520.35 -18,149,256.84 44.66% -39,614,058.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7 67.27%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7 67.27%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43% -701.35% 656.92% -122.27% 

项目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101,413,334.24 112,462,580.34 -9.82% 179,552,13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247,331.21 -32,094,707.91 147.51% 19,363,156.9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5,102,282.06 23,575,027.09 24,069,471.41 23,940,17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05,948.39 -4,777,356.08 -3,908,595.60 -5,938,61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22,144.35 -4,890,552.45 -4,369,709.89 -4,776,649.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70,382.97 1,329,989.73 -8,144,861.43 7,440,734.3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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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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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4,37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0,81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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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凯 境内自然人 22.70% 181,560,000 0 
质押 181,560,000 

冻结 181,560,000 

王莲枝 境内自然人 1.19% 9,533,821 0   

翁史伟 境内自然人 1.00% 7,993,000 0   

严国文 境内自然人 0.70% 5,638,300 0   

陈继 境内自然人 0.70% 5,609,318 4,206,988   

海天天线（上

海）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4% 5,080,004 0   

湖南万得投资

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黎

明 1 号分级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3% 5,061,900 0   

刘柏权 境内自然人 0.62% 4,989,603 0   

李翠超 境内自然人 0.45% 3,578,600 0   

马维增 境内自然人 0.38% 3,07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陈继先生任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之母公司--西安海天天线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局主席，因此，陈继先生与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控股股东孟凯先生曾将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事提名权授权委托给陈继先生（相关事

项公司已进行公开披露）；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安排。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经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相关数据，未发现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存在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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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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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餐饮团膳业务，项目主要分布在北京市、郑州市等地，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668.70万元，营业成本为5,249.35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833.05万元，亏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66.10%，有关2017年度具体经营情况，如下表所示：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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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餐饮 80,525,132.71 39,418,374.97 51.05% -5.34% -7.74% 1.28% 

租赁 16,161,825.36 13,075,096.87 19.10% 6.19% 7.33% -0.8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

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

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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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8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8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700 至 -550 

2017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70.5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团膳业务项目较上年同期减少，导致收入及利润下降。同时，减少项

目的人员安置支出导致期间成本费用上升。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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