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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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蔡南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冀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高京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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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528,894.49 715,133,976.29 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52,376,931.66 618,636,263.28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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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44,995.85 -9.69% 325,467,888.33 3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854,455.15 -10.73% 47,340,668.38 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482,473.50 -4.49% 45,820,956.78 6.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889,502.10 241.35% -56,781,157.96 -295.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03 -10.78% 0.2959 0.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03 -10.78% 0.2959 0.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7% -1.27% 7.45%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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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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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7,358.9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6,926.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4,573.86  

合计 1,519,71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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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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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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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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南桂 境内自然人 51.15% 81,833,579 81,833,579   

珠海横琴新区赛

隆聚智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3% 16,045,800 7,562,643 质押 9,650,000 

唐霖 境内自然人 5.68% 9,092,620 9,092,620   

珠海横琴新区赛

普洛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 2,635,362 744,757   

北京坤顺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 2,500,000    

珠海横琴新区赛

博达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2,395,788    

吴固林 境内自然人 1.33% 2,130,161    

珠海横琴新区赛

捷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 1,796,851 927,624   

王凯 境内自然人 0.75% 1,200,000    

宗崇华 境内自然人 0.47% 7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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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坤顺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 

珠海横琴新区赛博达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2,395,788 人民币普通股 2,39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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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固林 2,130,161 人民币普通股 2,130,161 

王凯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宗崇华 754,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4,000 

卓正廉 6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5,000 

#林众鼎 403,500 人民币普通股 403,500 

陈征 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 

董静 241,8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800 

鞠灿红 206,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蔡南桂先生和唐霖女士系夫妻关系，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蔡南桂先生持有珠海横

琴新区赛隆聚智投资有限公司 47.13%股权、持有珠海横琴新区赛普洛投资中心

2,487,487 元出资额、持有珠海横琴新区赛捷康投资中心 3,098,264 元出资额。其他股

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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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长率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84,285,171.96      368,202,142.09  -49.95%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长沙生产研发基地、营销

网络建设等募投项目投入，以及房产购置增加所

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104,729,994.88       49,577,162.05  111.25%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开拓市场，促进销售

规模增长，尚在授信信用期内应收账款增长所

致； 

 预付款项    15,047,354.80        8,367,520.46  79.83%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为应对市场变化，增加了部分

大宗采购支付所致； 

 其他应收款     4,928,894.95        2,848,217.90  73.05%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日常经营活动业务保证金增

加所致； 

 存货    47,215,284.54       27,224,734.26  73.43%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因积极应对经营环境及市场

变化，适当增加备货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945,252.98        4,411,111.87  125.46%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待抵扣的进项税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53,139,420.48      117,268,014.37  30.59% 
主要系报告期内长沙生产研发基地建设投入增

加所致； 

 开发支出    13,933,509.24        4,571,499.82  204.79%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研发项目进入实质开发

阶段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6,813,598.49        2,245,294.27  203.46%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资产项目会计与税务准则暂

时性差异计算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86,547,193.58       22,813,256.31  279.37%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5,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980,699.97        5,143,514.23  -42.05%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支付期初应付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18,707,401.88        5,464,244.44  242.36%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销售规模及利润增长，使得应

交增值税及附加税、企业所得税增长所致； 

 盈余公积    17,113,596.33        7,527,786.58  127.34%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增加计提法定盈余公积所致； 

2.利润表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长率 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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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325,467,888.33      249,466,845.06  30.47%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顺应国家“两票制”深入

推广的变化 ，销售模式逐步转型，销售规模增长

所致；   

 营业成本  141,932,368.61       74,853,893.13  89.61%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伴随营业规模同向增长所致； 

 研发费用     7,671,397.98       15,644,860.67  -50.97%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各项研发项目进入开发阶段

所致； 

 财务费用    -1,743,911.01          103,380.83  -1786.88%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417,971.89        2,196,780.59  55.59%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计

提坏账所致； 

 营业外收入      254,034.61        5,569,118.83  -95.44%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确认为其他收益

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7,108.05          254,526.42  -57.92%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非经营性活动损失同比减少

所致；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长率 原因说明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123,518,440.28       71,490,649.26  72.78%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适应市场变化，推动销售

模式逐步转型，销售规模增长，回款增长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57,162,715.67       66,754,486.71  135.43%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为扩大市场，加大市场维

护、市场拓展支出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99,117,876.64       36,894,461.80  168.65%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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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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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13.99% 至 10.07%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5,548 至 7,1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450.5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研发费用、销售费用等实际情况，预计 2018 年

度实现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 5,548 万元至 7,100 万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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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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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