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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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苗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一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赏国良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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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1,809,656.02 1,376,674,396.29 5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6,358,391.04 313,558,339.76 -3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3,647,331.95 193,301,459.36 0.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0,647,491.32 -220,460,870.70 -141.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 2.93%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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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1,785,316.34 16,746,036,368.48 -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812,751,376.75 13,864,375,486.87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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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9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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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7,597.8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337.8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9,698.82  

减：所得税影响额 428,970.47  

合计 2,711,05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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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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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1% 436,800,000 0 质押 355,096,000 

邵恒 境内自然人 13.05% 304,796,341 241,455,811 质押 304,077,900 

王佶 境内自然人 10.91% 254,665,456 204,846,766 质押 254,665,456 

上海菁尧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29% 193,439,504 0 质押 193,439,504 

永丰国际集团

（香港）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6.85% 160,020,000 0 质押 40,000,000 

上海华毓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2% 126,595,190 0 质押 126,595,190 

绍兴市上虞鼎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7% 94,955,490 94,955,490 质押 0 

绍兴市上虞趣点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7% 94,955,490 94,955,490 质押 0 

汤奇青 境内自然人 3.28% 76,511,896 0 质押 25,600,000 

上海华聪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4% 42,986,555 0 质押 42,986,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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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36,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6,800,000 

上海菁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93,439,504 人民币普通股 193,439,504 

永丰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160,0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20,000 

上海华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6,595,190 人民币普通股 126,595,190 

汤奇青 76,511,896 人民币普通股 76,51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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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恒 63,340,530 人民币普通股 63,340,530 

王佶 49,818,690 人民币普通股 49,818,690 

上海华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2,986,555 人民币普通股 42,986,55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820,396 人民币普通股 30,820,396 

宁夏逸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5,337,645 人民币普通股 25,337,6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绍兴市上虞鼎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合伙人为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王苗通。除上述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95,120,000.股，通过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1,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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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幅 原因 

货币资金 2,142,781,172.02 3,098,898,736.62 -30.85% 主要系点点互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将其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 

预付款项 82,750,085.85 40,140,759.50 106.15% 主要系本期预付研发费用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432,559,525.14 600,960,713.57 138.38% 主要系点点互动购买的银行理财产

品，重分类至本科目所致 

在建工程 117,327,986.08 78,735,683.39 49.02%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的基建工程增加所

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4,715,832.30 197,833,801.19 -42.01% 主要是无锡七酷预付分成款退回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2,333,699.77 97,952,909.44 -46.57% 主要系年终奖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69,997,018.24 122,458,928.75 -42.84% 主要系本期缴纳部分应纳税费所致 

 

2、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幅 原因 

营业收入 2,171,809,656.02 1,376,674,396.29 57.76% 主要系点点互动较上年同期增加 

营业成本 1,466,025,961.57 699,298,583.25 109.64% 主要系点点互动较上年同期增加 

研发费用 66,784,265.82 40,089,528.36 66.59% 主要系点点互动较上年同期增加 

财务费用 21,472,200.39 -2,064,437.00 1140.10% 主要是募集资金存款利息下降及长期

借款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利息费用 34,790,858.35 3,960,993.33 778.34% 主要系长期借款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利息收入 -11,250,886.71 -5,691,015.46 97.70% 主要是募集资金存款利息下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2,433.22 247,221.76 -117.16% 主要系其他应收款下降导致计提的坏

账准备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904,580.23 4,859,520.64 -81.39% 主要系与经营有关的政府补贴减少 

投资收益 -183,571.49 154,768,311.01 -100.12% 主要系去年同期处置北京文脉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73,574.02 1,709.40 -4404.08% 主要系资产处置减少 

营业外收入 2,352,121.28 1,330,572.90 76.78% 主要系与经营无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支出 43,098.93 2,352,183.56 -98.17% 主要系去年同期慈善捐款231万所致 

净利润 196,064,287.96 313,134,553.78 -37.39% 主要系较上年同期非经常性收益减少

及回购股份借款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53,018,811.17 -13,462,111.48 293.84% 主要系点点互动的汇率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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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幅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0,647,491.32 -220,460,870.70 141.12% 主要系点点互动纳入合并报表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47,361,188.28 -1,324,321,708.51 -43.57%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购点点互动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1,922,211.38 4,064,691,837.28 -106.20% 主要系去年同期募集资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5,858,686.26 -9,660,874.59 -64.15%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924,494,594.60 2,510,248,383.48 -136.83% 主要系点点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将

其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 

 

上表所称“点点互动”指的是DianDian Interactive Holding （点点开曼）和点点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

合称； 

上表所称“无锡七酷”指的是无锡七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表所称“北京文脉”指的是北京文脉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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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 年 2 月 20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9 年第 4 次工

作会议审核，本公司拟向上海曜瞿如网

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29 名交易

对方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其合计持有的盛跃网络 100%股权，并通

过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

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重组的配套资金事

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2018 年 09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2018 年 11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2019 年 02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2019 年 02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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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

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有条件

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2019-022）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48,353,120 股，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 2.07%，最高成交价为 22.69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8.53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998,076,785.15 元（不含交易费

用)。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报告期内，公司累计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9,617,7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0.41%，

最高成交价 20.6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8.53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87,715,929.57 元（不含交易费用)。符合公司回购股份

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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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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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74,528,00

0.00 
 -23,068,398.11 1,346,700.00   

252,806,301

.89 
自有资金 

其他 
538,562,54

1.14 
  817,220,628.43   

1,355,783,1

69.57 
自有资金 

合计 
813,090,54

1.14 
0.00 -23,068,398.11 818,567,328.43 0.00 0.00 

1,608,589,4

7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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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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