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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2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3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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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郭卓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祥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楚

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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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435,651.57 55,415,734.72 21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607,569.42 7,417,411.57 31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9,870,821.43 6,539,337.49 356.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349,373.57 -27,865,350.12 166.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2 2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2 2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8% 0.56%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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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4,102,170.90 3,332,086,978.87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27,135,418.44 3,095,328,816.88 1.0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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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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1,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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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4,928.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14,549.95  

减：所得税影响额 412,530.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44.68  

合计 736,747.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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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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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祥彬 境内自然人 30.01% 129,006,308 101,494,308 质押 99,800,000 

汤攀晶 境内自然人 6.41% 27,559,055 27,559,055  0 

付强 境内自然人 4.90% 21,076,707 17,307,531 质押 16,770,000 

郭群 境内自然人 3.97% 17,080,960 17,080,960 质押 13,3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兴全社会责任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02% 12,988,800 0  0 

上海富尔亿影视传媒有 境内非国有法 2.95% 12,672,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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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人 

朱群 境内自然人 2.80% 12,034,120 12,034,120  0 

汕头市高佳软件开发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8% 10,676,744 0  0 

湖州中植泽远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2% 7,806,791 7,806,791 质押 7,806,791 

湖州融诚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2% 7,806,206 7,806,206 质押 7,80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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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祥彬 27,5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12,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社会

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9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88,800 

上海富尔亿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12,6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72,000 

汕头市高佳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10,391,040 人民币普通股 10,391,04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

户 
4,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50,000 

付强 3,769,176 人民币普通股 3,769,17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新动力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833,844 人民币普通股 2,833,844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1,879,990 人民币普通股 1,879,990 

汕头市雅致服饰有限公司 1,7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2,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移动

互联网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41,380 人民币普通股 1,741,3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郭群与控股股东郭祥彬是兄弟关系，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前十名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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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高佳软件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 10,39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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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名股东中，“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为汕头市雅致服饰有限公司约定

回购 4,75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10%；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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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率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    10,000,000.00  -100.00% 报告期内，收回客户货款。 

其他应收款 11,427,169.35  5,620,178.70  103.32% 
报告期内，支付项目保证金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45,891,969.88  99,307,878.83  -53.79%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理财产品

到期赎回。 

短期借款 30,000,000.00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增加银行借

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金

融负债 

                        

-    
963,108.73  -100.00% 

报告期内，远期结汇到期结

算。 

应付账款 10,490,320.16  27,762,948.42  -62.21% 报告期内，支付供应商货款。 

预收款项 62,084,729.77  79,443,794.98  -21.85% 
报告期内，预收客户货款减

少。 

应付职工薪酬 7,941,430.43  12,482,865.78  -36.38% 
报告期内，发放上期末计提工

资及奖励。 

应交税费 10,121,273.89  35,302,273.42  -71.33% 
报告期内，支付上期末应交增

值税、企业所得税。 

其他综合收益 1,443,409.51  -315,612.42  357.34% 
报告期内，汇率变动产生的汇

兑损失。 

（二）利润表 

项目  本期余额   上期余额  增减率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75,435,651.57  55,415,734.72  216.58% 1、合并财务报表新增两家全资

子公司的经营业绩，去年同期

尚未纳入合并范围。 营业成本 97,853,725.11  36,575,035.70  167.54% 

营业税金及附加 1,759,403.25  397,941.55  342.13% 
2、营业收入增加，相应营业成

本及税金随着增加。 

销售费用 9,909,777.23  5,050,490.16  96.21% 3、报告期内，发生费用包含新

增两家子公司，其中增加对外

业务宣传费及研发费用。 管理费用 28,599,264.45  13,242,839.71  115.96% 

财务费用 623,714.83  -2,765,669.46  -122.55% 
报告期内，汇率变动产生的汇

兑损失。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 13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963,108.73  266,117.74  261.91% 

报告期内，履行完毕的远期结

售汇合约按远期汇率计算并确

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所致。 

投资收益 404,889.80  4,144,537.78  -90.23% 
报告期内，第一波由权益法核

算转为成本法所致。 

营业外收入 2,526,751.05  1,541,665.25  63.90% 
报告期内，收到政府奖励性补

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430,022.93  26,418.15  1527.76% 报告期内，对外捐赠支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7,808,784.67  981,638.46  695.48%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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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5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骅威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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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的议案》等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并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了相关

公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公司及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2016】第 1 号），对《骅威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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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等相关文件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完善，并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修

订说明公告》等相关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 月 14 日开市起复牌。 

截至目前，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已进驻现场紧张有序工

作。待上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文件。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相关内容 

2015 年 12 月 31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

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187

8414?announceTime=2015-12-31 

2016 年 01 月 14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

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191

0334?announceTime=2016-01-14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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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内容 承诺 承诺期限 履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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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时间 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郭祥

彬 

关于同

业竞争、

关联交

易、资金

占用方

面的承

诺 

1、关于避免和消除同业竞

争的承诺；2、关于规范和

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2014

年 07

月 25

日 

做出承诺

时至承诺

履行完

毕。 

严格履

行承诺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郭祥

彬 

股份限

售承诺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发行的

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的承诺。 

2014

年 07

月 25

日 

2015年03

月17日至

2018年03

月 17 日 

严格履

行承诺 

公司及全体董

事 

其他承

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承诺保

证《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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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摘要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2014

年 07

月 25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

行承诺 

付强、黄巍、

张宇驰、张威、

新余高新区蔷

薇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关于同

业竞争、

关联交

易、资金

占用方

面的承

诺 

1、关于避免和消除同业竞

争的承诺；2、关于规范和

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2014

年 07

月 25

日 

做出承诺

时至承诺

履行完

毕。 

严格履

行承诺 

付强、黄巍、

张宇驰、张威、

新余高新区蔷

薇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业绩承

诺及补

偿安排 

承诺第一波 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实现的净

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8,000

万元、10,400 万元和 13,000

万元。如果第一波未实现承

诺的净利润，由付强、黄巍、

张威、张宇驰、蔷薇投资向

2014

年 07

月 25

日 

2014年12

月26日至

2016年12

月 31 日 

严格履

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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骅威股份支付补偿。 

付强 
其他承

诺 

承诺自股份交割日起，仍需

至少在第一波任职 60 个月； 

2014

年 07

月 25

日 

2015年03

月17日至

2020 年 3

月 17 日 

严格履

行承诺 

黄巍;张宇驰 
其他承

诺 

承诺自股份交割日起，仍需

至少在第一波任职 48 个月。 

2014

年 07

月 25

日 

2015年03

月17日至

2019 年 3

月 17 日 

严格履

行承诺 

付强;黄巍;张

威;张宇驰 

股份限

售承诺 

付强承诺，其取得本次发行

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 12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

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期

限届满后，付强因本次发行

而取得的股份按照以下次

序分批解锁(包括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股份)："付强履行

其相应 2014 年度全部业绩

补偿承诺后，可转让 25%；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24

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

2015 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

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

准）可转让 25%；自本次发

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

且履行其相应 2016 年度全

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较

晚发生的为准）可转让 25%；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48

个月届满且履行其全部业

绩补偿承诺之日（以较晚发

生的为准）可转让 25%。" 

2014

年 07

月 25

日 

做出承诺

时至承诺

履行完

毕。 

严格履

行承诺 

新余高新区蔷

薇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股份限

售承诺 

蔷薇投资因承担业绩承诺，

同意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起 36 个月届满可转让其全

部股份。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届满后，蔷薇

投资的合伙人对通过蔷薇

投资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

股份另有锁定安排的，从其

安排。 

2014

年 07

月 25

日 

2015年03

月17日至

2018 年 3

月 17 日 

严格履

行承诺 

汤攀晶;朱群;

任海燕;徐夏

业绩承

诺及补

承诺浙江梦幻星生园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 2015 年度、

2015

年 05

2015 年 9

月24日至

严格履

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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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杜军;胡建

中;王亚文;王

力;浙江华睿

裕人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浙江

华睿点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偿安排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实现

的净利润不低于 10,000 万

元、13,400 万元和 16,525 万

元。如果梦幻星生园未实现

承诺的净利润，由汤攀晶、

王力、朱群、任海燕、杜军、

王亚文、徐夏忠、胡建中、

华睿裕人、华睿点石向骅威

股份支付补偿。 

月 28

日 

2017年12

月 31 日 

汤攀晶、朱群、

任海燕 

股份限

售承诺 

汤攀晶和朱群承诺：本人因

本次交易取得的骅威股份

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发行结束

之日起 12 个月期限届满后，

待满足以下条件后，本人方

转让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一）本人履行完毕 2015

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后，

可转让 25%；（二）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 24 个月届满且

履行完毕 2016 年度全部业

绩补偿承诺之日（以较晚发

生的为准），可转让 25%；

（三）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且履行完毕 2017

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

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

可转让 25%；（四）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 48 个月届满且

履行完毕全部业绩补偿承

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

准），可转让 25%。任海燕

承诺于 2014 年 3 月取得梦

幻星生园 9%股权，上市公

司因本次重组向任海燕支

付此部分股权的交易对价，

其中 3.9%的股权支付现金

对价，5.1%的股权支付股份

对价。就任海燕持有梦幻星

生园的上述 5.1%股权，任海

燕承诺，自本次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该部分股权对应的其在本

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

2015

年 05

月 28

日 

做出承诺

时至承诺

履行完

毕。 

严格履

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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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期限届满后，按照汤

攀晶、朱群上述转让方式分

批解锁。任海燕于 2014 年

12 月取得梦幻星生园 4%股

权，上市公司因本次重组向

任海燕支付此部分股权的

交易对价，交易对价全部以

股份形式支付。就任海燕持

有梦幻星生园的上述 4%股

权，任海燕承诺分以下两种

情形解锁：（一）取得本次

发行的股份时，任海燕持续

拥有梦幻星生园的上述 4%

股权不足 12 个月的，自本

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该部分股权

对应的其在本次发行中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本次股

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期限届满且履行全部业绩

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

准）可转让 75%，本次股份

发行结束之日起 48 个月期

限届满且履行全部业绩承

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

准）可转让 25%。（二）取

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任海

燕持续拥有梦幻星生园的

上述 4%股权已超过 12 个月

的，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该部

分股权对应的其在本次发

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

月期限届满后，按照汤攀

晶、朱群上述转让方式分批

解锁。" 

徐夏忠;杜军;

胡建中;王亚

文;浙江华睿

裕人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浙江

股份限

售承诺 

承诺取得的本次发行的股

份自本次发行股份结束日

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

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期

限届满可转让其全部股份。 

2015

年 05

月 28

日 

2015年11

月11日至

2016年11

月 11 日 

严格履

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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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睿点金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湖州融诚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湖州泽通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湖州中植泽远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骅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股份限

售承诺 

承诺上市公司向融诚投资、

泽通投资、泽远投资发行的

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上市公司向

员工持股计划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公告标的股票登记

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在此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

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015

年 05

月 28

日 

2015年11

月11日至

2018年11

月 11 日 

严格履

行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郭祥彬 
股份限

售承诺 

自本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

不由本公司回购本人所持

有的该等股份；自本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后，本人在任职期间内

每年转让的本公司股份不

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且本人在申

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

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0

年 11

月 02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

行承诺 

公司董事兼副

总经理郭群 

股份限

售承诺 

自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本人在

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本

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2010

年 11

月 02

日 

2010年11

月17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严格履

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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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且本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

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

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 50%。 

公司副董事长

兼总经理郭祥

彬、董事兼副

总经理郭群、

汕头市华青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上海富尔

亿影视传媒有

限公司、汕头

市高佳软件有

限公司、汕头

市雅致服饰有

限公司 

 

1、从公司 2006 年和 2007

年所享受的 15%所得税优惠

政策为广东省的地方优惠

政策，存在被国家税务机关

按照 33%的所得税税率追缴

以前年度所得税的风险。对

于公司可能被追缴以前年

度企业所得税差额的风险，

公司发起人均已作出如下

承诺："如果发生由于广东省

有关文件和国家有关部门

颁布的相关规定存在差异，

导致国家有关税务主管部

门追缴广东骅威玩具工艺

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度、

2007 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差

额的情况，本股东愿意按照

持股比例承担需补缴的所

得税款及相关费用。"2、《关

于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 

2010

年 11

月 02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

行承诺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郭祥

彬 

 

若本公司被要求为其员工

补缴或者被追偿此前应由

本公司缴付的住房公积金、

社会保险费，或因此受到有

关主管部门处罚，本人将全

额承担该补缴、追偿或处罚

款项，保证本公司不会因此

遭受任何损失。 

2010

年 11

月 02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

行承诺 

公司及全体董

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1、承诺申请文件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2、将严格遵

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2010

年 11

月 02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

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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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

的有关规定。 

股权激励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公司 
分红承

诺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4

年 07

月 25

日 

2014-201

6 年 

严格履

行承诺 

公司 

募集资

金使用

承诺 

公司承诺本次使用募投项

目结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后 12 个月

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

务资助，并履行相应的披露

义务。 

2015

年 03

月 17

日 

2015 年 3

月17日至

2016 年 3

月 17 日 

履行完

毕 

公司 

募集资

金使用

承诺 

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未进行

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

承诺自本次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 个月

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

务资助，并履行相应的披露

义务。 

2015

年 08

月 03

日 

2015 年 8

月 3 日至

2016 年 8

月 3 日 

严格履

行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应当详细说

明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的

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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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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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变动幅度 
300% 至 350.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9761.14 至 10981.29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3 / 13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2,440.2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业务协同发展，影视作品播放及游戏产

品陆续上线，使公司整体利润同比大幅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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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1 月 1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

ge/2016-01-28/1201952200.DOC 

2016 年 01 月 2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

ge/2016-01-28/1201952200.DOC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郭卓才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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