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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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翔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高翔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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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230,664.33 19,759,846.44 -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86,567.13 -6,202,267.92 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199,849.13 -6,210,877.73 0.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98,041.75 -20,203,385.88 58.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6 -0.0078 1.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6 -0.0078 1.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31% -51.06% 21.76%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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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50,765.89 91,276,494.25 -1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725,140.66 23,811,707.79 -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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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 

系江苏省常州市当地政府给予

的中央厨房建设扶持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88.82  

减：所得税影响额 -788.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1,717.56  

合计 113,28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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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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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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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臻禧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11% 184,876,100 0 质押 181,560,000 

王莲枝 境内自然人 1.28% 10,279,921 0   

李增梅 境内自然人 0.95% 7,600,060 0   

翁史伟 境内自然人 0.81% 6,500,000 0   

严国文 境内自然人 0.75% 5,960,000 0   

陈继 境内自然人 0.70% 5,609,318 4,206,988   

杨艳荣 境内自然人 0.67% 5,391,800 0   

海天天线（上海）

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4% 5,080,004 0   

朱华斌 境内自然人 0.63% 5,019,908 0   

刘柏权 境内自然人 0.62% 4,989,6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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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臻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4,87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84,876,100 

王莲枝 10,279,921 人民币普通股 10,279,921 

李增梅 7,600,060 人民币普通股 7,600,060 

翁史伟 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00,000 

严国文 5,9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960,000 

杨艳荣 5,391,800 人民币普通股 5,391,800 

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5,080,004 人民币普通股 5,080,004 

朱华斌 5,019,908 人民币普通股 5,01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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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柏权 4,989,603 人民币普通股 4,989,603 

杜允琪 4,983,400 人民币普通股 4,983,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陈继先生任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之母公司--西安海天天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因此，陈继先生与海天天线（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2.陈继先生为上海臻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安排。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经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相关数据，未发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存在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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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团膳餐饮业务，受春节假期影响，团膳业务实现利润较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608.66万元。 

2.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与上年度或上年同期发生较大变化的

明细及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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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事项的情况说

明 

2019年3月13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臻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上海臻禧”）提交的《关于向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加2018年

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及相关提名材料（以下简称“临时提案”），上海臻禧提议补选

李正全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议补选王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并作为临时提案提交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7 

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上海臻禧持有公司股份184,876,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3.11%，其向2018年度股东大会提交临时提案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内容具体明确，属于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公司于2019年3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刊登了《关于2018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更新后），并于2018年3月26日召

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临时提案。至此，公司完成了第四届董事会及监事会

成员的补选工作，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已满额。 

2.公司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事项的情况说明 

立信会计师（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2018年年

度审计报告》，公司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165.0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3.02万元，公司因2016、2017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而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得以消除。经自查，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需要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其他情形，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的需要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措施的情形，为此，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决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2019年3月14日，公司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对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

年报问询函[2019]第1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就年报审查过程中关注到的相

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非常重视，对有关情况进行认真核实并组织回

复。由于《问询函》相关回复内容尚需进一步完善及补充，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问询

函》回复工作，经申请，公司延期披露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内容。在此期间，公

司与监管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与深圳市万科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科物流”）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有意在全国范围

内就仓库、中央厨房及配套冷链相关土

地资源获取，团餐业务的库内运营、储

存、物流配送以及市场拓展等方面开展

进一步合作，并拟在满足政府税收、食

品安全、就业等方面的同时，双方资源

互补，共同打造涉及团餐中央厨房、冷

链及物流的新型零售产业园区。本次战

略合作事宜，有利于双方整合资源，充

2019年 03 月 16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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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各自优势并形成产业协同效应，

是公司在控股权趋于稳定及盈利能力亟

待提高的背景下，通过战略合作方式积

极寻求扩大团膳业务规模、延伸团膳业

务链的重要举措，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

要。鉴于上述协议事项为意向、框架性

协议，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需另

行商议和约定，协议的后续执行情况尚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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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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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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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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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