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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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双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汉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夏菁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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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4,379,927.10 6,930,312,592.50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133,756,535.75 5,807,134,267.86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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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45,093.43 7.91% 548,239,759.39 1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6,572,084.72 -26.09% 350,272,511.58 4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1,411,607.47 -29.61% 304,063,002.74 30.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19,667,694.59 257.61% 320,684,475.36 53.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69 -25.56% 0.1899 26.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69 -25.56% 0.1899 26.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 -1.84% 5.87%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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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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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000.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40,7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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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2,855.9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6,69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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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1,241,738.66  

合计 46,209,508.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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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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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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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照义聚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其他 12.07% 222,679,143 0 质押 222,237,000 

金华巨龙文化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81% 180,990,000 0 质押 180,979,999 

浙江巨龙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4% 118,792,740 0 质押 118,789,634 

北京骊悦金实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其他 5.49% 101,214,574 101,214,574 质押 101,214,574 

上海哲安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9% 101,214,574 101,214,574 质押 100,000,000 

宁波乐源盛世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9% 80,971,659 80,971,659 质押 80,971,659 

北京康海天达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0% 79,411,765 0 质押 79,411,765 

吕仁高 境内自然人 3.02% 55,730,929 55,730,929 质押 51,399,999 

新纪元期货股份

有限公司－新疆

峰石盛茂股权投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2% 48,269,068 48,269,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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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理有限公司 

日照银杏树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其他 2.59% 47,760,350 0 质押 47,76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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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照义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222,679,143 人民币普通股 222,679,143 

金华巨龙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80,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990,000 

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8,792,740 人民币普通股 118,792,740 

北京康海天达科技有限公司 79,411,765 人民币普通股 79,411,765 

日照银杏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47,760,350 人民币普通股 47,760,350 

西藏合兆贸易有限公司 44,528,553 人民币普通股 44,528,553 

上海喜仕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39,705,880 人民币普通股 39,705,880 

日照众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30,375,018 人民币普通股 30,375,018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方圆－东方 26 号私募投

资基金 

13,500,635 人民币普通股 13,500,635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方圆－东方 36 号私募投

资基金 

13,282,733 人民币普通股 13,282,7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10名股东中，吕仁高直接持有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龙控股”）

90%股份，且巨龙控股全资控制金华巨龙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前十名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 26 号私募投资基金通

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500,635 股。 

公司股东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 36 号私募投资基金私

募投资基金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282,73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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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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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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应收账款比期初增加53.20%，主要系本期公司主营业务增长所致。 

2、报告期末，预付款项比期初增加33.44%，主要系本期公司主营业务增长所致。 

3、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减少99.80%，主要系子公司拉萨掌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移出合并范围所致。 

4、 报告期末， 长期股权投资比期初增加186.61%，主要系公司新成立有限合伙企业所致。 

5、报告期末， 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减少70.04%，主要系2017年将管业资产剥离，本期主营业务已变更所致。 

6、报告期末， 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55.52%，主要系2017年将管业资产剥离，本期主营业务已变更所致｡ 

7、报告期末， 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57.39%，主要系汇率变动和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8、报告期末， 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3,266.80%，主要系合并成都萤火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评估增值确认的投资收益所

致。 

9、 报告期末，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69.09%，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10、报告期末，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28,953.36%，主要系公司收回成都东方弘泰科技文化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投资所致。 

11、报告期末，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主要系上年同期管业资

产剥离所致，因而该项目金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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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收到了成都东方弘泰科技文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泰科技”）普通合伙人发来的《通知

函》，公司可收到投资本金及收益共计13.60亿元，扣除投资本金10亿元，共获得收益3.6亿元。截至2018年9月27日，公司实

际已收到分配金额11.76亿元，剩余应收分配金额为1.83亿元，预计于本年度回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披露

的《关于收回投资本金及取得收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7）。 

2、2018年6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议案》并

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3），报告期内，公司召开了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议案》。2018年8月16日，公司进行了首次回购，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2,450,000股，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0.13%，购买股份最高成交价为3.97元/股，购买股份

最低成交价为3.53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8,917,199.20元（不含交易费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收到弘泰科技分配金额 11.76 亿元，

剩余应收分配金额为 1.83 亿元，预计于

本年度回收。 

2018 年 10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回购股份 

2018 年 06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2018 年 07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 

2018 年 07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2018 年 08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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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8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 

2018 年 08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2018 年 09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2018 年 09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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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2% 至 113.18%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72,205.99 至 88,251.76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1,397.0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营业务的增长、公司对成都东方弘泰科技文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

收益以及 2017 年收购北京拇指玩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搜影科技有限公司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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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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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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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