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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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朱文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褚文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褚文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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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269,573,832.17 5,187,982,725.39 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47,350,057.71 4,181,261,490.23 3.97%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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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490,666.40 17.97% 939,054,364.92 1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8,139,430.39 4.97% 180,945,274.44 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1,336,224.12 -8.58% 152,434,686.00 -5.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756,153.29 1,111.07% -119,406,150.58 -57.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5 5.04% 0.231 3.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5 5.04% 0.231 3.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8% 下降 0.03 个百分点 4.24% 下降 0.04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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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79.3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

还、减免 
542,009.29 系重庆丰东收到福利企业增值税返还 542,009.2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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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0,558.45 

主要构成为： 

1、互联网财税板块：2017 年广州市企业研发后补助专题

区级财政补助资金 1,349,800.00 元，其中广州开发区财政国库

集中支付中心拨付 674,900.00 元，广州市财政局国库支付分局

拨付 674,900.00 元；广州开发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支付瞪

羚企业专项扶持资金 1,050,000.00 元；青岛市市南区国库支付

中心拨付高新技术企业首次评审市奖励 300,000.00 元；青岛市

开发区工信局拨付信息技术标准化认定项目补贴 200,000.00

元；广州开发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拨付企业人才租房补贴
款 2,000,000 元。 

2、热处理板块：柘林镇财政所土地减量搬迁款

1,641,121.29 元；青岛市城阳区科技局 2017 年度认定高新技术

企业补助 300,000.00 元；盐城市大丰区科学技术局拨付 2017

年度聚力创新政策奖励资金 611,300.00 元；江苏大丰经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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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管委会拨付无人化智能热处理工厂补助款 900,000.00 元；盐

城市大丰区财政局拨付区级先进制造业奖励奖励 300,000.00

元；青岛市城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拨付 2018 年青岛市中小企

业创新转型项目奖励资金 380,600.00 元；盐城市大丰区财政局

拨付 2018 创新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第三批）资金 300,000.00

元；科技成果转化 345,393.00 元。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851,093.62 
主要系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银行、

券商保本及低风险理财产品取得的利息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15,285,956.24 

主要系部分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产生营业外收入

14,856,705.96 元。 

减：所得税影响额 7,419,546.9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95,061.58  

合计 28,510,588.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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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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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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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东润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79% 155,040,000 155,040,000 质押 64,599,999 

徐正军 境内自然人 16.36% 128,202,971 96,152,228 质押 108,202,671 

东方工程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9.62% 75,360,000    

朱文明 境内自然人 8.41% 65,934,482 64,436,182 质押 19,200,000 

王金根 境内自然人 6.78% 53,136,473 34,057,449 质押 18,500,000 

束昱辉 境内自然人 5.44% 42,627,013 42,627,013   

和华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1.60% 12,549,809    

民生证券－浦发银行－民生方欣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等 0.91% 7,095,910 7,095,91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等 0.89% 6,999,93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2% 5,64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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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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工程株式会社 75,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360,000 

徐正军 32,050,743 人民币普通股 32,050,743 

王金根 19,079,024 人民币普通股 19,079,024 

和华株式会社 12,549,809 人民币普通股 12,549,80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6,999,935 人民币普通股 6,999,93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640,394 人民币普通股 5,640,394 

朱德芳 2,976,565 人民币普通股 2,976,565 

陈汉权 2,70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7,000 

苏州松禾成长二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84,432 人民币普通股 2,384,432 

黄冬梅 2,248,960 人民币普通股 2,248,9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朱文明、东润金财、束昱辉为一致行动人，徐正军、

王金根为连襟关系。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联

关系，亦不存在公司已知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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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中有较大变动情况的项目及原因说明 

项目 
本报告期末

（元） 
上年末（元） 

变动 

幅度 
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699,537,324.32  508,910,455.32  37.46%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以及政府、国有控股单位等客户付

款审批流程较长、回款较慢所致 

预付款项 234,313,376.37  175,386,884.37  33.60% 主要系本期增加经营投入、热处理板块增加投资投入所致 

其他应收款  83,289,974.45   39,089,199.67  113.08% 主要系本期经营投入、经营性垫付款和往来款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213,500,000.00  
                          

-    
  
主要系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银行理

财产品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1,109,946.80  343,610,194.89  -93.86% 
主要系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银行理

财产品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0,319,374.50    
主要系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重分类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3,509,374.50      
主要系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重分类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所致 

开发支出 105,704,522.14   29,753,718.74  255.26% 主要系本期互联网财税板块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9,111,066.59  106,104,410.41  -91.41% 主要系本期将年初应付票据对外支付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4,636,529.59  22,005,353.62  -33.49% 主要系本期将年初计提的年终奖支付给职工所致 

应交税费 18,948,168.95   27,789,070.24  -31.81%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上年末所得税、增值税所致 

递延收益 37,761,438.00   22,733,313.35  66.11% 主要系热处理板块收到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1,328,814.30    8,043,693.60  40.84% 
主要系针对业绩补偿股份已注销部分产生的收益相应计提

所得税费用所致 

2、利润表中有较大变动情况的项目及原因说明 

项目 
2019年1-9月 

（元） 

2018年1-9月

（元） 

变动 

幅度 
原因说明 

营业成本 552,204,134.80 398,748,714.17 38.48% 
主要系互联网财税业务扩张、营业收入增加的组成变化，

相应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526,827.37 6,792,473.17 -48.08% 主要系本期贷款规模下降，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填列） 
-19,210,558.89 -8,204,918.58 134.13%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收账款增加，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77,783.12 25,344.61 206.90% 主要系本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1,937,656.84 3,301,789.40 564.42% 主要系本期确认部分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627,879.04 6,899,042.25 -90.90% 
主要系本期未支付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五道口金融科技发

展基金捐赠600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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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流量表中有较大变动情况的项目及原因说明 

项目 
2019年1-9月

（元） 

2018年1-9月

（元） 

变动 

幅度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406,150.58 -75,737,368.87 -57.66% 主要系由于经营扩张，相应的经营性付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124,801.42 302,499,419.35 -115.91% 主要系增加固定资产类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30,571.23 -199,896,637.81 95.58% 主要系归还借款及支付少数股东股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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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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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徐正军                  

王金根                        

曹  锋                     

邓国庭 

业绩 

补偿 

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于 2016 年度、

2017 年度、2018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000 万元、16,800 万元、23,500 万元。        

如标的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实际净

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则补偿义务人应向上

市公司足额补偿，具体为首先补偿义务人以其

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若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不足以补偿上市公司的，则该差额部分由补

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鉴于标的公司 2016~2018 年度实际完成

业绩 50,980.82 万元，较承诺业绩 52,300 万

元差额为-1,319.18 万元，完成率为 97.48%。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承诺方合计需补偿金额为 4,540.2517 

万元，其中合计需补偿股份数量为 5,988,789

股，合计需补偿现金金额（含补偿股份不足 1

股的剩余对价部分及应补偿股份对应的现金股

利）为 187,160.21 元。             

2016 年 01

月 08 日 

2019.05.14~

2019.06.14 

截止本报告

期末，已回购的业

绩补偿股份数量

共计 1,604,396

股，并于 2019 年

9月 2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妥注销手

续。 

公司亦已收

到全部补偿义务

人支付的现金补

偿款 187,160.21

元（含补偿股份不

足 1 股的剩余对

价部分及应补偿

股份对应的现金

股利）。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

本次完成回购注销的补偿股份共涉及 3 名股东，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共计 1,604,396 股；而公司合计拟

回购注销补偿股份共涉及 4 名股东，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共计 5,988,789 股。补偿义务人徐正军先生尚未完

成其应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工作。主要原因为：徐正军先生于 2018 年 9 月 5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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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
划 

查通知书》（编号：苏证调查字 2018078 号），公司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方欣科技有限公司因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徐正军先生进行调查。截至本报告期末，该项调查尚未形成结论，因此托

管券商对徐正军先生的股票变动行为十分关注，任何关于股份变动的情形均需事先征得券商的同意与确认。

目前徐正军先生正积极与相关券商协调沟通，以尽快完成其应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工作。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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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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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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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 18,800 12,9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8,450 8,450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6,500 0 0 

合计 33,750 2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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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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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朱文明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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