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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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守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郭威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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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3,390,701.65 1,638,736,660.11 1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45,500,645.08 1,139,145,150.46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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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10,726.42 51.22% 475,054,346.35 5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94,285,060.98 58.56% 156,380,494.63 6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3,283,575.27 61.97% 150,343,686.53 72.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0,867,670.82 -53.01% -23,119,789.35 -140.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8 18.92% 1.47 23.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8 18.92% 1.47 23.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7% -1.88% 13.15%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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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574.94 

包括处置江苏金陵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损失

143,329.75 元和固定资产处置

净损失 71,245.1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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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2,046.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5,460.64  

减：所得税影响额 726,123.92  

合计 6,036,80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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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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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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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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66% 28,454,400 28,454,400   

凌东胜 境内自然人 6.41% 6,840,000 6,840,000   

南京因纽特软件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1% 6,840,000 6,840,000   

南京创昀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7% 6,156,000 6,156,000   

广东红土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7% 4,446,000 4,446,000   

上海融银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7% 3,488,400 3,488,400 质押 3,488,320 

厦门市美亚柏科

信息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7% 3,280,000 3,280,000   

任子行网络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7% 3,280,000 3,280,000   

南京众昀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6% 2,520,000 2,520,000   

张粤梅 境内自然人 2.12% 2,257,200 2,257,2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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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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149,945 人民币普通股 1,149,94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前沿科技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628,420 人民币普通股 628,42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598,526 人民币普通股 598,52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国家安全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22,515 人民币普通股 522,515 

建信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委托建信基金公司股

票型组合 

514,649 人民币普通股 514,64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深 
435,371 人民币普通股 435,37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新

经济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18,220 人民币普通股 418,22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国寿瑞安 
399,858 人民币普通股 399,858 

罗乐平 356,920 人民币普通股 356,920 

建信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委托建信基金股票型

组合 

351,734 人民币普通股 351,73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股东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2、

股东凌东胜、南京创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众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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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437,789,457.62 155,145,787.96 182.18% 主要是收到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

公司开具的大额银行承兑汇票以及营业收入

规模扩大所致 

预付款项 931,667.85 2,999,535.89 -68.94% 主要是期初预付材料款到货核销所致 

其他应收款 9,504,883.01 7,006,921.15 35.65% 主要是保证金及押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383,965.97 21,914,550.41 -75.43% 主要是待抵扣进项税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0.00 3,437,729.75 -100.00% 主要是本期完成江苏金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处置事宜，本期末公司账面无长

期股权投资余额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63,015,235.14 121,025,105.20 -47.93% 主要是期初应付票据到期承兑以及应付材料

款和工程款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396,141,730.40 256,346,309.77 54.53% 主要是收到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

公司大额预收款所致 

应交税费 19,184,496.80 47,920,443.87 -59.97% 主要是应交增值税及应交所得税减少所致 

预计负债 6,539,243.16 5,016,046.06 30.37% 主要是计提售后服务费所致 

递延收益 8,566,502.81 5,685,640.25 50.67% 主要是收到大额政府补助所致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数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75,054,346.35 303,126,154.86 56.72% 主要是业务规模增长，宽带网产品、移动网产

品和网络内容安全产品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

均实现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86,998,761.08 46,118,291.91 88.64% 主要是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营业成本相

应增长；同时，由于移动网产品毛利率下降导

致营业成本增长幅度超过营业收入增长幅度 

税金及附加 12,174,254.82 5,362,323.12 127.03% 主要是城市建设维护费及教育费附加较上年

同期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111,786,499.67 70,910,440.77 57.64% 主要是公司经营规模扩大，销售人员增加以及

市场拓展力度加大，导致销售人员薪酬和其他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研发费用 117,365,552.42 82,327,304.07 42.56% 主要是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人员薪酬

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财务费用 -19,599,573.13 -995,409.10 1869.00% 主要是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以及人民币

兑美元贬值实现汇兑收益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0,301,764.84  -2,663,614.06 -862.19% 主要是坏账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较上年同期

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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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66,318,462.61 34,657,885.83 91.35% 主要是软件增值税退税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投资收益 -143,329.75 48,520.55 -395.40% 主要是本期处置江苏金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产生投资损失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2,309.01 -30,454.99 -173.25% 主要是本期以转售方式处置固定资产产生收

益所致 

所得税费用         21,119,705.55  14,276,729.43 47.93% 主要是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数 变动率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62,063,176.84 30,461,121.48 103.75% 主要是软件增值税退税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83,634,583.53 27,081,636.72 208.82% 主要是收回保证金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161,304,241.41 115,025,533.04 40.23% 主要是人员较上年同期增长导致薪酬较上年

同期增长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48,304,275.19 70,705,645.04 109.75% 主要是支付的增值税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2,714,706.00 0.00 / 本期完成江苏金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长期股

权投资的处置事宜，收回投资成本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579,694.00 0.00 / 本期完成江苏金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长期股

权投资的处置事宜，取得交易对价超出投资成

本的部分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15,000.00 6,348.80 136.27% 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款项较上年

同期增长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35,869,250.47 24,440,911.93 46.76% 主要是购建研发设备支付的款项较上年同期

增长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3,777,062.87 -2,431,071.49 -255.37% 主要是本期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形成汇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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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已于2018年1月23日届满，公司经2018年8月9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一

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职工代表大会，并经2018年8月27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李守宇先生、

凌东胜先生、伊恩江先生、王明意先生、陈外华先生、范峤峤女士、周立柱先生、刘勇先生、彭晓光先生组成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由马彦钊先生、金波先生、许光宇先生、杨庆威先生、童艺川女士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公司经2018年8月2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由李守宇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董事长，马彦钊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凌东胜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王明意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李斌

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换

届选举 
2018 年 08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5）、《关于监事会会换届选举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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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告编号：2018-046）、《关于职工

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7） 

2018 年 08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18-050）、《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8-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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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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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40.00% 至 7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8,526.37 至 22,496.3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3,233.1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市场拓展力度，保持产品创新性和技术领先性，

国内外销售渠道建设初显成效，使得公司销售规模实现较大幅度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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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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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45,000 37,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28,000 13,000 0 

合计 73,000 5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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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8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针对公司业务布局、产品销售情况等问

题进行调研，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gszz/）“机构调研”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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