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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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夏青、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夏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陈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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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9,859,309.52 40,321,431.87 4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17,669.71 -4,958,975.97 1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184,830.71 -6,743,663.94 23.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735,904.01 -35,252,633.30 -29.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 -0.079 59.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 -0.079 59.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4% -1.24%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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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286,403.25 588,048,942.25 1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9,138,282.91 428,155,025.82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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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1.82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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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020.97 

本期收到 30 万文化产业专项扶

持专项资金和 95 万上海市服务

业发展引导资金 

上期收到优秀企业奖励 6 万和

税收补贴 47 万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33,813.88 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44.8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0,833.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023.63  

合计 1,167,16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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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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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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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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青 境内自然人 23.99% 30,300,000 30,300,000 质押 23,400,000 

上海赛赛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45% 18,251,600 18,251,600   

曹传德 境内自然人 7.92% 10,000,000 7,500,000 质押 9,999,900 

苏维锋 境内自然人 7.43% 9,388,600 0 质押 9,388,600 

夏峰 境内自然人 3.65% 4,611,600 4,611,600 质押 4,611,600 

上海普赛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6% 4,122,700 0   

龚磊 境内自然人 1.98% 2,505,100 2,505,100   

华澳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华

澳·臻智 74 号－

力盛赛车第一期

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9% 1,877,600 0   

徐津 境内自然人 0.81% 1,017,000 0   

张国江 境内自然人 0.78% 986,400 73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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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维锋 9,388,600 人民币普通股 9,388,600 

上海普赛投资有限公司 4,122,700 人民币普通股 4,122,700 

曹传德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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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澳·臻

智 74 号－力盛赛车第一期员工持

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87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7,600 

徐津 1,01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7,000 

叶杨军 910,5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500 

邱娇艳 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60,000 

潘冬云 727,700 人民币普通股 727,700 

余建妹 669,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000 

葛佳 541,200 人民币普通股 541,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赛赛投资为夏青、余朝旭和夏子共同投资，夏青与余朝旭系夫妇关系，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夏子系夏青、余朝旭之女；夏青与夏峰系兄弟关系。除此以外，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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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邱娇艳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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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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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或本期) 

上期发生额 

(或上年同期) 

变化幅度 

（%） 

说明 

货币资金 92,953,750.23 172,893,871.35 -46.24 主要系本期支付第一、二笔TopSpeed股权转让款并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 

预付款项 29,210,549.84 9,731,113.05 200.18 主要系增量业务流动资金使用 

其他应收款 41,207,650.52 6,347,751.79 549.17 主要系合并TopSpeed海关押金、代收代付款 

其他流动资产 9,690,578.32 17,168,142.11 -43.55 主要系上年未认证增值税发票本期认证抵扣 

在建工程 29,898,543.76 20,122,596.88 48.58 主要系天马赛车场改扩建工程投入 

商誉 126,234,313.83 25,109,214.45 402.74 主要系合并TopSpeed财务报表产生 

长期待摊费用 4,901,559.91 11,088,078.64 -55.79 主要系上年部分长期待摊费用在上年末不满足继续摊销条

件而在上年末一次性转销 

其他非流动资产 6,116,460.00 1,526,460.00 300.70 主要系本期支付第一笔上海擎速股权转让款尚未合并报表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6,584,428.26 53,655,757.18 -31.82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8,460,254.35 4,432,526.71 90.87 主要系增量业务使用 

应交税费 5,483,285.12  17,096,159.19   -67.93  主要系上期末计提税金本期完成缴纳 

其他应付款 48,759,201.48 2,700,570.45 1,705.51 主要系TopSpeed向股东拆借借入流动资金尚未归还 

长期应付款 41,377,197.14 4,109,441.81 906.88 主要系新增尚未支付的TopSpeed股权转让款 

少数股东权益 58,279,370.38 26,689,208.30 118.36 主要系收购的子公司本期盈利较多 

营业收入 59,859,309.52 40,321,431.87 48.46 主要系合并了收购子公司的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51,654,118.37 36,639,843.06 40.98 主要系合并了收购子公司的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737,734.38 31,410.72 2,248.67 主要系本期计提土地使用税及股权转让印花税 

财务费用 723,330.54 3,941.04 18,253.80 主要系本期有银行贷款而上期没有银行贷款 

资产减值损失 -1,211,005.72 1,087,741.06 -211.33 主要系上年应收账款本期收回冲回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其他收益 1,250,020.97 540,442.87 131.30 主要系本期收到30万文化产业专项扶持专项资金和95万上

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上期收到优秀企业奖励6万和税收补贴47万 

投资收益 333,813.88 1,241,623.61 -73.11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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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收益 -8,171.82 362,715.36 -102.25 主要系上期处置较多固定资产 

营业外收入 371.48 204,756.11 -99.82 主要系上期取得经济赔偿所致 

营业外支出 4,016.36 68.46 5,766.73 主要系本期发生4000元慈善捐款支出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735,904.01  -35,252,633.30   29.74  主要系增量业务流动资金使用及支付上年应付账款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735,021.69 6,973,870.01 -1,429.75 主要系本期支付第一、二笔TopSpeed股权转让款及第一笔上

海擎速股权转让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6,970.23 - -100.00 主要系本期向新增银行贷款和回购股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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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收购上海擎速赛事策划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2019 年 03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021） 

关于收购 TOP SPEED (SHANGHAI) 

LIMITED 51%股权完成交割的公告 
2019 年 01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012） 

关于公司董事离职的公告 2019 年 01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009）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2019 年 01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1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根

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回购预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并于2019年2

月1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2019年2月12日、2019年3月5日、2019年4月3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截至2019年4月26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份342,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712%，最高成交价为16.9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3.71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4,997,5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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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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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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夏青             

 

2019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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