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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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闫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正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胡正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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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018,598.77 28,307,395.44 74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23,112.08 -11,546,655.60 14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897,487.10 -11,523,290.48 142.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392,895.42 7,362,239.45 299.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4 -0.0526 123.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4 -0.0526 123.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9% -1.0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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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0,296,207.50 2,847,970,510.47 -1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0,868,310.29 776,253,057.54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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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55.8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3,689.24 
主要是本期向江西赣州教育局

无偿捐赠款项 40 万 

减：所得税影响额 -91,458.34  

合计 -274,375.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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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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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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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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柚技术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35% 105,822,565 0 质押 51,782,167 

内蒙古正东云驱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77% 40,193,250 0  0 

阿拉山口市民众

创新股权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9% 29,089,178 0 质押 18,798,500 

陈家荣 境内自然人 7.76% 28,973,491 0 质押 28,545,883 

景华 境内自然人 5.87% 21,918,416 0 质押 8,500,000 

仁东（天津）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7% 19,653,972 0   

重庆信三威投资

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润泽 2

号私募基金 

其他 3.59% 13,401,037 0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鑫鑫向

荣85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3.47% 12,958,372 0   

华信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华信信

托·工信 23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98% 7,378,743 0   

张永东  1.94% 7,230,7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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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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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柚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105,822,565 人民币普通股 105,822,565 

内蒙古正东云驱科技有限公司 40,193,250 人民币普通股 40,193,250 

阿拉山口市民众创新股权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 
29,089,178 人民币普通股 29,089,178 

陈家荣 28,973,491 人民币普通股 28,973,491 

景华 21,918,416 人民币普通股 21,918,416 

仁东（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19,653,972 人民币普通股 19,653,972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润泽 2 号私募基金 
13,401,037 人民币普通股 13,401,037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

国投·鑫鑫向荣 85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2,958,372 人民币普通股 12,958,372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华信信

托·工信 2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378,743 人民币普通股 7,378,743 

张永东 7,230,780 人民币普通股 7,230,7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内蒙古正东云驱科技有限公司与仁东（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均是霍东先生，内蒙古正东云驱科技有限公司与仁东（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系一致行

动人;阿拉山口市民众创新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张永东先生，阿拉山

口市民众创新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与张永东先生系一致行动人;景华先生系重庆信三

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润泽 2 号私募基金项下份额最终享有人;景华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已将其在民盛金科持有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内蒙古正东云驱科技有限公司。除

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大股东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景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8,500,000 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数为 13,418,416 股，总计持股数量 21,918,416 股，持股

比例为公司总股本的 5.87%；股东张永东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0 股，通过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230,780 股，总计持股数量为

7,230,780 股，持股比例为公司总股本的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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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28,540,939.51   600,831,025.18  -79% 货币资金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79%，主要是本期第

三方支付业务的结算效率提高，导致的客户备付金

减少1.2亿及偿还中信银行贷款3.2亿所致 

应收票据   11,300,000.00    31,500,000.00  -64% 应收票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64%，主要是本期银

行汇票已收款所致 

预付款项   18,349,452.72     7,470,175.75  146% 预付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46%，主要是本期农

产品供应链采购业务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1,319,558.23       261,981.72  404% 应收利息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404%，主要是本期保

理业务应收利息的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0,669,550.95    14,665,765.18  41% 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41%，主要是本期

云尚股权已出售，应收云尚的往来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32,815,347.55   255,083,509.42  70%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70%，主要是本

期第三方支付业务待清算款项增加所致 

发放贷款及垫款      168,731.87       246,250.00  -31% 发放贷款及垫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1%，主要是

本期互联网小额贷业务客户每期还款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444,803.14     1,506,161.68  -70% 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70%，主要是

本期云尚的股权出售所致 

预收款项    1,093,664.85     4,274,101.41  -74% 预收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74%，主要是保理业

务预收款项本期确认收入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480,560.60     9,237,568.00  -51%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51%，主要是本

期云尚股权出售及公司人员调整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3,723,863.26     2,790,209.06  33% 应付利息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33%，主要是本期部

分贷款为半年付息所致 

长期借款  589,650,000.00   909,650,000.00  -35% 长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5%，主要是本期偿

还中信银行贷款3.2亿所致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39,018,598.77    28,307,395.44  744% 营业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744%，主要是上年

同期新业务尚未正式开展所致 

营业成本  190,286,103.74    22,115,179.93  760% 营业成本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760%，主要是上年

同期新业务尚未正式开展所致 

税金及附加      579,767.96        96,052.51  504% 税金及附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504%，主要是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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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新业务尚未正式开展所致 

销售费用    5,601,396.04     2,587,497.74  116% 销售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116%，主要是上年

同期新业务尚未正式开展所致 

管理费用   22,585,980.78    11,009,688.97  105% 管理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105%，主要是上年

同期新业务尚未正式开展所致 

财务费用   15,983,111.14     4,301,352.85  272% 财务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272%，主要是上年

同期新业务尚未正式开展所致 

投资收益    7,532,617.13      投资收益7,532,617.13元主要是云尚股权出售所得 

营业外支出      400,000.00        23,365.62  1612% 营业外支出40万元，主要是本期向江西赣州教育局

无偿捐赠款项 

所得税费用    5,860,125.98      -301,106.73  2046% 所得税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2046%，主要是上

年同期新业务尚未正式开展所致 

净利润    5,288,896.90   -11,674,639.37  145% 净利润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145%，主要是上年同

期新业务尚未正式开展所致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272,876,842.86 30,499,906.19 795%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

增加 795%，主要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未正式开展所

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66,433,453.83 512,884,575.92 -8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

期减少 87%，主要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未正式开展

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96,951,287.71 15,997,678.44 113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

增加 1131%，主要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未正式开展

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20,606,595.89 7,249,262.73 18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

同期增加 184%，主要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未正式开

展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784,146.13 29,320,552.13 -60% 

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 60%，主要

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未正式开展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80,575,371.54 483,454,749.36 -8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

期减少 83%，主要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未正式开展

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340,000,000.00 112,887,000.00 201%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 201%,

主要是本期偿还银行贷款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

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4,642,167.97     主要是出售云尚股权款项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 27,361,091.91     本期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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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27,361,091.91元：主要是支付购买广东合利股权

部分款项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4,500,000.00 126,013,055.56 -96%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

期减少 96%，主要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未正式开展

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0.00 152,000,000.00 -100% 

上年同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2亿

元，主要是偿还股东借款 

投资支付的现金 
0.00 155,555,600.00 -100% 

上年同期投资支付的现金 155,555,600.00元，主

要是公司收购合利金融 10%的股权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8,558,010.43 13,892,265.96 3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本期数较上

年同期增加 34%，主要是贷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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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2日，鉴于公司目前筹划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标的资产属于类金融行业的相关资产，预计该事项交易价格可能达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标准。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

牌。股票停牌期间，经公司与相关各方商讨和论证，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截至目前，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仍在继续停牌推进。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暨停牌进展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

同意，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民盛大数

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盛大数

据”）以人民币 480 万元向北京天尧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出售其持有的深圳民盛云

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 66.67%股权，此

项交易完成后，民盛大数据将不再持有

民盛云尚的股权。2018 年 1 月 30 日，上

述事项已实施完成。 

2018 年 01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05 

2018 年 01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13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

议同意，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民盛金控（香

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民盛”）与

捷威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威资

本”）共同在境外设立产业基金。 

2018 年 01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06 

2018 年 1 月 18 日收到相关股东的函告，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可能涉及公司控制

权变更，公司股票停牌。2018 年 2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权益变动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4）、《关于公

2018 年 01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07 

2018 年 01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09 

2018 年 02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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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 2018-015）、《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以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二）。 

公告编号：2018-014 

2018 年 02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15 

2018 年 2 月 2 日，鉴于公司目前筹划购

买资产的重大事项，标的资产属于类金

融行业的相关资产，预计该事项交易价

格可能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

关标准。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2018 年 02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16 

2018 年 02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19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公告，

但鉴于公司控制权将可能发生变更，相

关权益变动事宜正在办理当中，第四届

董事会候选人、第四届监事会候选人的

提名工作尚未进行。为确保相关工作的

连续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工作将适当延期，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等的任期也将相应

顺延。 

2018 年 02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17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经公司与相关各方

商讨和论证，公司初步确认本次筹划的

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18 年 02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23 

2018 年 02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29 

2018 年 03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30 

2018 年 03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33 

2018 年 03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38 

2018 年 03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40 

2018 年 03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43 

2018 年 03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50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及投资者联系方式的

公告，公司 2018 年 3 月 29 日起将搬迁

至北京市临时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建国路 91 号金地中心 A 座 16 层 

2018 年 03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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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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说明： 

因公司 2017 年半年度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2.07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003 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1.3.2 条规定，由于比较基数较小，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同意豁免公司进行 2018 年 1-6 月经营

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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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