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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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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朱烨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学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洪珊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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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5,669,963.34 210,855,918.82 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490,648.44 34,774,164.85 -1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06,990.66 19,769,562.68 -93.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0,202,646.37 -133,331,167.38 -125.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 1.25%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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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3,551,288.08 4,549,570,657.17 -1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47,014,839.27 2,517,531,571.37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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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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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8,43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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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43,911.8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97,161.7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12,746.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1,234.49  

合计 28,283,657.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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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增值税返还 307,027.20 
该项政府补助系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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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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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飒 境内自然人 16.91% 57,092,918 42,819,688 质押 50,200,000 

刘开同 境内自然人 4.98% 16,827,490 12,620,617   

华夏幸福基业控

股股份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5% 15,700,000 0   

石保栋 境内自然人 3.39% 11,444,887 0   

天津滨河数据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2% 7,843,666 0 质押 7,000,000 

赫喆 境内自然人 1.95% 6,566,378 3,283,189   

杨承宏 境内自然人 1.87% 6,309,660 0   

董书倩 境内自然人 1.60% 5,414,660 0   

青岛城投金融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8% 4,668,319 0 质押 4,668,000 

朱烨东 境内自然人 0.97% 3,264,533 2,44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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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15,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00,000 

沈飒 14,273,230 人民币普通股 14,273,230 

石保栋 11,444,887 人民币普通股 11,444,887 

天津滨河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843,666 人民币普通股 7,843,666 

杨承宏 6,309,660 人民币普通股 6,309,660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4 

董书倩 5,414,660 人民币普通股 5,414,660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668,319 人民币普通股 4,668,319 

刘开同 4,206,873 人民币普通股 4,206,873 

赫喆 3,283,189 人民币普通股 3,283,18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商盛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朱烨东、沈飒为夫妻关系，杨承宏为公司股东朱烨东、沈飒的一致行动人陈

绪华之子，赫喆为公司股东朱烨东、沈飒的一致行动人蔡迦之子，天津滨河数据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是股东刘开同控制的企业，刘开同与董书倩为夫妻关系。除上述关系外，公

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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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358,391,567.58      677,014,224.38  -47.06% 

主要系本期偿还到期债

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

致。 

应收票据 1,101,000.00        8,137,514.49  -86.47% 
主要系部分期初银行承

兑汇票到期承兑所致。 

预付款项 25,127,045.01        6,159,904.41  307.91% 
主要系开展经营业务预

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27,434,649.81       64,796,993.48  96.67% 
主要系子公司大金所支

付代垫款项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629,720.96        1,557,866.93  68.80% 
主要系新增办公场所装

修费所致。 

应付票据                -            450,000.00  -100.00% 
主要系期初应付票据到

期兑付。 

应付职工薪酬 1,226,174.90        9,965,860.99  -87.70% 
主要系期初未付职工薪

酬本期支付所致。 

应交税费 6,372,917.73       19,925,775.84  -68.02% 
主要系期初应交税费本

期缴纳所致。 

应付利息                -         11,124,445.50  -100.00% 
主要系本期支付债券利

息所致。 

其他应付款 85,045,960.75      155,095,955.99  -45.17% 
主要系业务保证金减少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58,875,562.92      280,137,562.92  -78.98% 

主要系本期偿还到期债

券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57,462,193.13      550,595,620.43  -53.24% 
主要系部分信托融资产

品到期兑付所致。 

流动负债合计 1,239,116,561.39    1,893,431,415.50  -34.56% 
主要系本期偿还到期债

务增加所致。 

负债合计 1,342,766,807.00    1,995,683,431.27  -32.72% 
主要系本期偿还到期债

务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6,258.59            1,121.95  -657.83% 
主要系报告期内外币汇

率波动所致。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11,826,240.39        8,017,926.72  47.50% 
主要系公司本期业务发

展规模扩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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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10,145,547.85        1,643,984.23  517.13% 
主要系本期利息支出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702,074.95        1,772,942.21  108.81% 

主要系根据会计政策计

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增

加所致。 

投资收益 26,005,476.72       15,680,221.25  65.85% 
主要系理财产品收益增

加所致。 

其他收益 1,895,464.03   - 100.00% 
主要系会计政策调整所

致。 

营业外支出 1,002,840.77            4,318.75  23120.63% 
主要系本期向清华大学

基金会捐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7,380.54                 -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外币汇

率波动所致。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307,027.20        1,156,260.36  -73.45%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软件

增值税退税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61,930,910.06       25,400,285.13  143.82% 

主要系本期收到（回）

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287,542,778.32      207,930,132.41  38.29%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采购

款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8,595,298.72       33,692,233.49  -44.81% 
主要系本期缴纳的税金

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86,353,932.52       52,192,942.19  257.05% 

主要系子公司大金所支

付代垫款项及退回合作

方保证金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536,212,343.97      337,697,799.85  58.78% 

主要系本期支付及退还

的各项业务保证金增加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0,202,646.37     -133,331,167.38  -125.16%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采购

款及各项业务保证金增

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1,751,624,115.89    1,116,957,076.13  56.82% 

主要系本期赎回理财产

品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31,712,063.00       17,167,598.98  84.72% 

主要系本期收到理财产

品收益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41,000.00            9,000.00  355.56%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

产收到的现金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1,783,377,178.89    1,134,133,675.11  57.25% 

主要系本期赎回理财产

品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323,598,131.95      909,365,000.00  45.55%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

品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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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1,333,142,991.88      918,471,502.77  45.15%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

品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50,234,187.01      215,662,172.34  108.77% 

主要系本期赎回理财产

品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114,019,536.40       30,000,000.00  280.07% 

主要系本期增加短期借

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43,220.02           62,865.32  -31.25% 

主要系公司本期募集资

金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114,062,756.42       30,062,865.32  279.41% 

主要系本期增加短期借

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517,86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偿还到期债

券及信托融资产品到期

兑付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29,173,711.26       14,966,936.50  94.92%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借款

利息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1,810.73          500,741.62  -97.64% 

主要系上期购买中科电

商少数股东股权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547,045,521.99       15,467,678.12  3436.70% 

主要系本期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2,982,765.57       14,595,187.20  -3066.61% 

主要系本期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7,926.48                 -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外币汇

率波动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282,959,151.41       96,926,192.16  -391.93% 

主要系本期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263,700,396.49      819,963,031.23  -67.84% 

主要系本期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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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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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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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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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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00% 至 30.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7,417.22 至 12,052.99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9,271.5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根据业务进展状况、市场拓展情况、对外投资情况及公司业务季节性

特点等因素综合判断，预计 2018 年 1-6 月公司可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在-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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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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