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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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奕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颖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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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425,478.50 304,741,478.67 -1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5,454,424.79 47,885,064.77 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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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53,116.47 -97.77% 1,193,016,912.97 -2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081,664.24 12.04% -8,309,168.76 4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389,019.94 21.35% -24,875,104.05 -203.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02,676,858.89 -590.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9 12.50% -0.0101 45.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9 12.50% -0.0101 45.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0% 88.43% -16.08% 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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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4,467,33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53,919.1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0,079,346.19  

合计 16,565,93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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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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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麦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13% 199,205,920 0 

质押 198,200,000 

冻结 199,205,920 

定远德轮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83% 56,415,700 0 质押 5,000,000 

惠国忠 境内自然人 0.67% 5,500,000 0   

黄文 境内自然人 0.66% 5,440,000 0   

何迟 境内自然人 0.55% 4,506,300 0   

赵霄 境内自然人 0.50% 4,167,004 0   

王济华 境内自然人 0.40% 3,290,100 0   

南充天益资产投

资管理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9% 3,189,901 0   

蔡德山 境内自然人 0.39% 3,185,422 0   

南充市城镇工业

合作联社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8% 2,342,218 0 冻结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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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99,205,920 人民币普通股 199,205,920 

定远德轮投资有限公司 56,415,700 人民币普通股 56,415,700 

惠国忠 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0 

黄文 5,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0,000 

何迟 4,506,3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6,300 

赵霄 4,167,004 人民币普通股 4,167,004 

王济华 3,290,100 人民币普通股 3,290,100 

南充天益资产投资管理公司 3,189,901 人民币普通股 3,189,901 

蔡德山 3,185,422 人民币普通股 3,18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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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城镇工业合作联社 2,342,218 人民币普通股 2,342,2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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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中，何迟通过券商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506,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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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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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91,788,589.84 8,057,788.32 1,039.13% 

主要为大宗商品贸易产

生的应收货款未收回形

成。 

预付账款 4,167,453.41 50,169,087.08 -91.69% 
主要为上年同期大宗贸

易商品交易跨期形成。 

存货 879,709.78 88,606,852.95 -99.01% 

主要为处置成都麦田导

致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4,910,368.90 -100.00% 

主要为处置成都麦田导

致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13,000,000.00  100.00% 
主要为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形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005,000.00 10,000,000.00 -49.95% 
主要为处置前海票交公

司股权所致。 

固定资产 10,008,524.36 18,952,815.31 -47.19% 

主要为处置成都麦田导

致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

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03,150.91 5,158,735.94 -68.92% 

主要为处置成都麦田导

致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

致。 

应付票据  50,000,000.00 -100.00% 
主要为大宗贸易交易形

成。 

应付账款 1,471.40 10,195,795.49 -99.99% 

主要为处置成都麦田导

致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

致。 

预收款项 2,955,763.30 5,157,839.28 -42.69% 

主要为处置成都麦田导

致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

致。 

预计负债 129,166.97 24,427,350.00 -99.47% 科目调整形成。 

递延所得税负债  6,451,058.93 -100.00% 主要为处置成都麦田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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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

致。 

营业收入 17,553,116.47 788,147,877.71 -97.77% 
主要为大宗商品贸易减

少所致。 

营业成本 8,524,909.63 782,800,100.13 -98.91% 
主要为大宗商品贸易减

少所致。 

财务费用 -411,482.19 19,038.91 -2,261.27% 
主要为利息支出减少所

致。 

投资收益  995,776.51 -100.00% 
主要为上年同期处置海

南高速股票所致。 

营业外收入 337,005.00 36,697.52 818.33% 主要为退税收入。 

营业外支出 29,649.30 131,374.54 -77.43% 主要为罚款支出。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2,676,858.89 -14,866,133.97 -590.68% 

主要为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1,429,547.65 4,679,623.19 1,640.09% 

主要为收到成都麦田股

权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02,371.89 -2,064,300.00 85.35% 

主要是支付借款和利息

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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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5月30日，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5月30日开市起停牌。公司拟通过

现金方式或发行股份加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杭州遥望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不低于51%的股权。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决定终止收

购杭州遥望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不低于51%的股权。同时，变更成都山水上酒店有限公司94%股权、成都高尚医学影像诊断中

心有限公司30%股权为本次重组标的，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公司变更本次重组交易标的，对交易方案进行调

整，经公司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8年7月13日开市起复牌且公司继续推进本次重组事项。公司于2018年9月27日决定

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2、2018年7月25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西藏麦田通知，西藏麦田及其股东浦江域耀已与新宏武桥签署《关于债权债务处

理之框架协议》，浦江域耀拟以让与担保的方式将其持有的西藏麦田100%股权变更登记至新宏武桥名下。本《框架协议》

的签署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获悉控股股东西

藏麦田已完成上述让与担保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8年8月3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西藏麦田通知，西藏麦田及其股东浦江域耀已与新宏武桥签署《关于债权债务处理

之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就行使西藏麦田相关股东权益及保持对其控制相关事宜达成相关确认及补充。 

     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轮候冻结。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收到控股股东转发的四川省成

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 川 01执 1611 号。 

     2018年10月16日，就湖北资管申请执行西藏麦田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的最新进展情况及西藏麦田法定代表人、经理、执行

董事变更事宜，公司根据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交的书面《回复函》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进展公告》。 

     公司于2018年10月1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公司部〔2018〕第210号关注函，公司已于2018年10月22

日就关注函进行回复并披露了《关于对公司部〔2018〕第210号关注函的回复公告》。截至该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尚未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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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资管、新宏武桥就相关问题的书面回复。公司将于收到书面回复后，就相关问题披露进展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资产重组 

2018 年 05 月 31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061 号 

2018 年 06 月 06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062 号 

2018 年 06 月 13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064 号 

2018 年 06 月 21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066 号 

2018 年 06 月 28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069 号 

2018 年 07 月 06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072 号 

2018 年 07 月 12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076 号 

2018 年 07 月 13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081 号 

2018 年 07 月 27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089 号 

2018 年 08 月 10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099 号 

2018 年 08 月 24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101 号 

2018 年 09 月 07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106 号 

2018 年 09 月 21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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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 号 

2018 年 09 月 27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113 号 

公司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更 

2018 年 07 月 26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087 号 

2018 年 07 月 27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090 号 

2018 年 08 月 04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098 号 

2018 年 08 月 29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103 号 

2018 年 09 月 12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107 号 

2018 年 10 月 16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116 号 

2018 年 10 月 23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8-1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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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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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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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 1,300 0 

合计 1,300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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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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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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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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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