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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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尹宏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杨恩龙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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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890,520.26 1,725,691,693.85 1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57,678,969.13 1,238,319,207.16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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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01,298.83 122.89% 286,013,061.43 18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691,715.39 166.28% 19,562,485.76 -3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143,100.09 144.86% 15,965,436.57 -27.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0,596,730.60 -136.33% 35,209,340.95 -122.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1 111.00% 0.0233 -41.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1 111.00% 0.0233 -41.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 0.87% 1.57%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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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5,316.02 处置不动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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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2,341.60 

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关系不大

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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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60.13 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89,022.22 
处理长期未付的材料款和废品

处置收入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910,6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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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9,205.36  

合计 3,597,049.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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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增值税即征即退  5,841,791.61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

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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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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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汇垠日丰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81% 200,00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鑫鑫向

荣78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3.84% 32,263,200    

王存斌 境内自然人 1.23% 10,333,900    

创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9,938,700  质押 9,938,700 

李越 境内自然人 0.93% 7,771,900    

刘庆芳 境内自然人 0.63% 5,278,400    

朱丽娜 境内自然人 0.60% 5,000,260    

郏森茂 境内自然人 0.59% 4,928,400    

李红卫 境内自然人 0.46% 3,864,200    

王盛帅 境内自然人 0.39% 3,30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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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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汇垠日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鑫鑫向荣 78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32,263,200 人民币普通股 32,263,200 

王存斌 10,333,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33,900 

创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938,700 人民币普通股 9,938,700 

李越 7,771,900 人民币普通股 7,771,900 

刘庆芳 5,278,400 人民币普通股 5,278,400 

朱丽娜 5,000,26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260 

郏森茂 4,928,400 人民币普通股 4,928,400 

李红卫 3,864,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64,200 

王盛帅 3,301,190 人民币普通股 3,301,1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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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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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期末余额91,438,907.80元，比期初减少43.44%，变动原因：主要因公司在报告期内利用自有资金发起设立新科

技新制造新动能产业投资并购私募基金及支付股权转让款导致货币资金余额减少； 

2、应收票据期末余额8,672,632.33元，比期初减少33.42%，变动原因：票据结算减少，货币资金结算增加； 

3、预付账款期末余额54,011,188.43元，比期初增加783.93%，变动原因：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原有子公司宁波融钰博胜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上期末无余额，本期预付购车款3200万元，另一方面本期新并入公司业务增加，预付款相应增加； 

4、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9,381,194.74元，比期初增加283.84%，变动原因：待抵扣进项税及预缴税款增加； 

5、长期应收款期末余额0元，比期初减少100%，变动原因：款项已全部提前收回； 

6、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102,300,500元，比期初增加100%，变动原因：主要因公司在报告期内发起设立新科技新制造

新动能产业投资并购私募基金； 

7、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2,782,855.82元，比期初增加100%，变动原因：房屋装修装饰款在在建工程科目归集，暂未达到转固

条件； 

8、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36,975,063.48元，比期初增加352.01%，变动原因：公司拟出售部分非经营性闲置资产，预计将

为公司带来较大收益，同时未来将公司带来较大的应纳税所得额，因此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将对应的未弥补亏

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导致报告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增加； 

9、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58,800,000元，比期初增加100%，变动原因：主要为中远恒信预付中企顺兴（北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及上海益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10、 预收款项期末余额20,593,255.91元，比期初增加59.15%，变动原因：公司原有上海辰商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及融钰信通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预收款项增加及新增孙公司天津融钰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增加，导致预收货款和服务款增加； 

11、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77,171,770.78元，比期初增加160.12%，变动原因：主要为不动产转让未交割，预收不动产转让款

暂挂其他应付款； 

12、长期借款期末余额296,473,682.92元，比期初增加48.43%，变动原因：子公司借入长期借款； 

13、资本公积期末余额417,969.67元，比期初减少32.68%，变动原因：报告期内公司购买子公司宁波融钰博胜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49%的少数股东股权时，新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子公司宁波融钰博胜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冲减资本公积。 

14、少数股东权益期末余额85,482,442.29元，比期初增加421.85%。变动原因：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形成少

数股东权益； 

15、营业收入本期发生额286,013,061.43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7.09%，变动原因：报告期内公司软件开发服务业务以及新增

的广告服务业务的营业收入增加较多； 

16、营业成本本期发生额157,686,158.1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08.62%，变动原因：广告服务业务及软件开发服务业务的营业

收入增加，与其配比的营业成本相应增加； 

17、管理费用本期发生额81,397,889.0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9.12%，变动原因：集团规模扩大，整体运营管理费用增加； 

18、研发费用本期发生额7,322,876.2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4.82%，变动原因：新并入公司的创新科技板块企业研发投入较

多； 

19、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27,594,99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59.53%，变动原因：银行借款利息支出增加； 

20、资产处置收益本期发生额2,185,316.02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1.11%，变动原因：上年同期处置非经营性闲置房产收益大

于本期； 

21、所得税费用本期发生额-9,013,316.06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20%，变动原因：根据预期应纳税所得额可抵减的可抵扣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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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导致所得税费用减少； 

2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5,209,340.9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2.19%。变动原因：保理业务本期收回放款所致； 

2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8,110,620.65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4.41%。变动原因：本期借入银行借款减少，同时偿还

部分借款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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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2018年 5 月 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亿元与上海襄蓝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襄蓝资管”)共同发起设立新科技新制造新动能产业投资并购私募基金（以下简称“产业并购基金”），产业并购

基金总规模拟为人民币15亿元（分三期），公司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将有助于推动公司在智能制造、金融科技、汽车新能

源及大数据产业等行业前景看好的产业相关领域进行战略布局，可为公司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保障，并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拟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64）。2018 年 5 月 7 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襄蓝资管的通知，产业并购基金已按照《证券投

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私

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产

业并购基金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4）。目前，公司已与基金管理人襄蓝资管、基金托管人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签署了《新科技新制造新动能产业投资并购私募基金基金合同》，详见公司于2018

年8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8-148）。 

2、2018 年 7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核国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公司与对方完成《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与中核国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35）。

2018年7月17日，相关媒体对中核国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国财”）的央企背景提出质疑后，公司于2018年7

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相关媒体报道的说明公告》（公告编号2018-138），并在公告中充分提示了相关风

险。在与中核国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至最终确认其不属于国资中核集团下属相关单位整个事件过程中，公司通过项目人员持

续要求中核国财提供其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同时聘请律师前往香港当地公司注册处查询中核国财股东相关信息。在公司确

认中核国财并非为国资中核集团下属相关单位后及时终止与其合作，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终止与中核国财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并终止与中核国财合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47）。2018 年 8 月 21 日，公司因中核国财虚构国有企业身份，给公司造成了极其重大不利影响，严重影响了公司

的声誉。公司将中核国财作为被告，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并于2018年8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了《关于对中核国财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3）。公司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在保证信息披露公平的基础上通过

互动易平台、投资者热线电话等多渠道解答投资者提出的各项问题。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事项 

2018 年 04 月 13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拟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64）。 

2018 年 05 月 08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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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业并购基金完成私募投资基金

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94）。 

2018 年 08 月 10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48）。 

终止与中核国财合作并提起诉讼事项 

2018 年 07 月 12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与中核国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35）。 

2018 年 07 月 18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相关媒体报道的说明公告》（公告

编号 2018-138）。 

2018 年 08 月 06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终止与中核国财签署的<战略合

作协议>并终止与中核国财合作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147）。 

2018 年 08 月 22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对中核国财提起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18-153）。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 

2018 年 08 月 11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

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151）。 

2018 年 09 月 08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进展

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159）。 

2018 年 09 月 29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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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进展

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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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5.15% 至 74.93%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9,000 至 12,58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7,191.6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出售部分非经营性闲置资产带来收益，以及公司创新科技、金融服务

两大业务板块的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基金 
101,300,00

0.00 
  101,300,000.00 0.00 0.00 

101,300,000

.00 
自有资金 

基金 
1,000,000.

00 
500.00 375.00 1,000,000.00 0.00 0.00 

1,000,500.0

0 
自有资金 

合计 
102,300,00

0.00 
500.00 375.00 102,300,000.00 0.00 0.00 

102,300,500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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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 560 0 

其他类 自有资金 10,230.05 10,230.05 0 

合计 11,770.05 10,7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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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终止重组后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的影响。 

2018 年 07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大股东协议转让进展情况。 

2018 年 07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大股东协议转让进展情况及公司

经营情况。 

2018 年 07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股价下跌原因。 

2018 年 07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是否已经对关注函作出回复。 

2018 年 08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与中核国财终止合作的原因。 

2018 年 08 月 1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8 年 08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被立案调查的进展情况。 

2018 年 08 月 2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大股东协议转让进展情况。 

2018 年 09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广西广投股权转让事项进展情况。 

2018 年 09 月 0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立案调查进展情况及半年度

报告中营收与净利润差距大的原因。 

2018 年 09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大股东协议转让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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