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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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陆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海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邢燕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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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964,285.10 329,550,066.01 2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785,809.07 22,411,184.92 1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468,503.41 21,571,309.62 13.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111,936.08 -2,325,274.80 1,367.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 1.89%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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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1,955,430.26 2,339,306,892.07 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87,758,962.83 1,662,973,153.77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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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3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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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599.9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194.8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5,688.8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0.75  

合计 317,305.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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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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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海投资江苏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05% 63,256,546 54,483,219 质押 21,700,000 

安富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9.81% 17,205,904 0   

朱善忠 境内自然人 6.04% 10,601,423 10,570,997   

洪亮 境内自然人 2.87% 5,033,807 3,775,355   

朱善兵 境内自然人 2.01% 3,523,707 3,523,665   

深圳尚诚壹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尚

诚壹品丰年定增 1 号基金 
其他 1.60% 2,800,000 2,800,000   

申万菱信资产－招商银行－华润深国

投－华润信托·瑞华定增对冲基金 1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5% 2,197,505 2,197,505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昌盛二号私募基金 
其他 1.01% 1,766,725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3% 1,282,000 0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富春定增 715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2% 745,011 74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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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富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17,205,904 人民币普通股 17,205,904 

蓝海投资江苏有限公司 8,773,327 人民币普通股 8,773,327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昌盛

二号私募基金 
1,766,725 人民币普通股 1,766,72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2,000 

洪亮 1,258,452 人民币普通股 1,258,452 

丁网锁 246,881 人民币普通股 246,881 

陈亚丽 23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37,500 

张广全 231,9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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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全 220,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500 

仇云龙 2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蓝海投资江苏有限公司和股东安富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属于

同一实际控制人(陆挺)控制，股东朱善忠、朱善兵、洪亮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

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到公告日，安富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 16,328,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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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或本期金额）(元) 

年初余额 

（或上期金额）(元) 

变动金额 

(元)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利息 137,507.76 19,996.26 117,511.50 587.67% 1 

其他应收款 4,356,820.24 3,329,741.76 1,027,078.48 30.85% 2 

在建工程 27,855,897.99 19,355,853.57 8,500,044.42 43.91% 3 

应付职工薪酬 22,465,191.21 41,057,934.58 -18,592,743.37 -45.28% 4 

税金及附加 2,903,114.54 1,659,973.99 1,243,140.55 74.89% 5 

财务费用 4,090,927.42 1,792,956.88 2,297,970.54 128.17% 6 

资产减值损失 3,445,052.29 1,937,973.95 1,507,078.34 77.77% 7 

投资收益 -686,248.09 -1,656,006.87 969,758.78 -58.56% 8 

营业外支出 1,016,176.30 5,437.22 1,010,739.08 18,589.26% 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64,139,475.71 433,392,187.37 130,747,288.34 30.17% 1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8,251,411.79 435,717,462.17 162,533,949.62 37.30% 11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7,599,016.69 156,020,986.64 -98,421,969.95 -63.08% 12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8,813,558.02 267,389,976.90 -178,576,418.88 -66.79% 13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0,920,000.00 487,349,995.25 -366,429,995.25 -75.19% 1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5,471,454.19 188,380,716.28 -92,909,262.09 -49.32% 15 

 

上述主要会计报表科目变动原因的说明： 

1、主要原因为本期计提的应收利息增加所致； 

2、主要原因为支付保证金增加所致； 

3、主要原因为未完工在建工程增加投资所致； 

4、主要原因为上年度计提的年终奖在本期发放所致； 

5、主要原因是原列入管理费用的税费营改增后列入税金及附加所致； 

6、主要原因是短期借款比去年同期增加导致利息支付增加所致； 

7、主要原因是应收账款增加导致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8、主要原因是确认的参股公司投资亏损比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9、主要原因本期拆除旧房屋导致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10、主要原因是本期钢聚人电商有限公司交易模式为代理人而非主要责任人，因此本期按营业收入 10,143.02 万元扣除

营业成本 10,091.50 万元后的净额确认本期收入，去年同期没有此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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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主要原因：一、同上；二、本期采购存货支付资金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12、主要原因是去年森达装饰对外投资收回收到现金 5,265.76 万元以及今年理财产品赎回比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13、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母公司支付森达装饰 40%现金对价部分资金； 

14、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收到现金 38,005 万元所致； 

15、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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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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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洪亮;朱善

兵;朱善忠 

股份限售承

诺 

 1、本人在本次重组中认购的金轮股份之股份自股

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解禁；股份上市

满 12 个月后，本人解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在

本次重组中获得的金轮股份全部股份的 30%；股份

上市满 24 个月后，本人可再解禁的股份数量不超

过本人在本次重组中获得的金轮股份全部股份的

30%；股份上市满 36 个月后，本人在本次重组中

获得的金轮股份的全部股份可全部解禁。 2、上述

股份解禁均以本人履行完毕各承诺年度当年的业

绩补偿义务为前提条件，即若在承诺年度内，任一

年度末森达装饰的实际实现净利润小于其当年承

诺净利润的，则本人将按照协议各方在本次重组中

签署的《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的相关约定履

行现金或股份补偿义务，若股份补偿完成后，本人

当年可解禁股份额度仍有余量的，则剩余股份可予

以解禁。3、本人根据《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书》而获得的金

轮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至锁定期届满前或分期

解禁的条件满足前不得进行转让，但按照协议各方

在本次重组中签署的《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

2016 年 01

月 04 日 

2016 年 1

月 4 日

-2019 年 1

月 4 日 

截止公告

之日，承诺

人遵守了

上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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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约定由金轮股份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 4、

在本人履行完毕《金轮科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约定

的业绩承诺相关的补偿义务前，若金轮股份实施配

股、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导致本

人增持金轮股份之股份的，则增持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约定。 

洪亮;朱善

兵;朱善忠 

业绩承诺及

补偿安排 

森达装饰 2015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指森达装

饰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且经具有证券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下同）

不低于 7,750 万元；森达装饰 2016 年经审计的税

后净利润不低于 8,053 万元；森达装饰 2017 年经

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8,335 万元。  

2016 年 01

月 04 日 

2016 年 1

月 4 日

-2017 年

12月31日 

截止公告

之日，承诺

人遵守了

上述承诺。 

洪亮;朱善

兵;朱善忠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尽可

能减少与金轮股份的关联交易，不会利用自身作为

金轮股份股东之地位谋求金轮股份在业务合作等

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不会利用自身作

为金轮股份股东之地位谋求与金轮股份达成交易

的优先权利。若存在确有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关联交

易，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与金轮股份按照公

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

合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金轮科创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办理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保证不以与市

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金轮股份进行交易，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金轮股份及股东

的合法权益的行为。1、除金轮股份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外，本人目前在中国境内外任何地区没有以

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和经营与金轮股份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2、

本人承诺作为金轮股份股东期间，不在中国境内或

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

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家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他

权益、担任职务、提供服务）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

与金轮股份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构成竞争的任何

业务或活动。 3、本人承诺如果违反本承诺，愿意

向金轮股份承担赔偿及相关法律责任。 

2016 年 01

月 04 日 
长期 

截止公告

之日，承诺

人遵守了

上述承诺。 

财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

司；深圳尚

诚壹品资产

管理有限公

股份限售承

诺 

我公司承诺，参与认购的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所获配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新股

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2016 年 04

月 06 日 

2016 年 4

月 6 日

-2017 年 4

月 6 日 

截止公告

之日，承诺

已履行完

毕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8 

司；申万菱

信（上海）

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安富国际

（香港）投

资有限公

司；蓝海投

资江苏有限

公司 

股份限售承

诺 

自金轮股份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

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

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流通和转让。

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

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

票价格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所持金

轮股份的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2014 年 01

月 28 日 

2014 年 1

月 28 日

-2017 年 1

月 28 日 

截止公告

之日，承诺

已履行完

毕 

南通金轮企

业投资有限

公司 

股份限售承

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对蓝海投资江

苏有限公司的出资，也不由蓝海投资江苏有限公司

回购其出资。 

2014 年 01

月 28 日 

2014 年 1

月 28 日

-2017 年 1

月 28 日 

截止公告

之日，承诺

已履行完

毕 

ROCK JET 

INTERNAT

IONAL 

LIMITED 

股份限售承

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对安富国际

（香港）投资有限公司的出资，也不由安富国际（香

港）投资有限公司回购其出资。 

2014 年 01

月 28 日 

2014 年 1

月 28 日

-2017 年 1

月 28 日 

截止公告

之日，承诺

已履行完

毕 

安富国际

（香港）投

资有限公

司;蓝海投

资江苏有限

公司 

股份减持承

诺 

在金轮股份上市后，将严格遵守上市前做出的股份

锁定及减持限制措施承诺，股份锁定期满后，上市

后第 4 年减持股份不超过金轮股份总股本的 5%，

上市后第 4年和第 5年合计减持股份不超过金轮股

份总股本的 10%，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减持

金轮股份的股票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如果未来减持金轮股份的股票，若预计未来一个月

内公开出售股份的数量超过金轮股份总股本 1%，

将通过大宗交易系统进行减持。 

2014 年 01

月 28 日 

2014 年 1

月 28 日

-2019 年 1

月 28 日 

截止公告

之日，承诺

人遵守了

上述承诺。 

安富国际

（香港）投

资有限公

司;蓝海投

资江苏有限

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

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参与

或进行与金轮股份主营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

的任何业务活动；将充分尊重金轮股份的独立法人

地位，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保证金轮股份独立经营、

自主决策；将善意履行作为金轮股份大股东的义

务，不利用大股东地位，促使金轮股份的股东大会

或董事会做出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如果

违反上述声明、保证与承诺，本公司同意给予金轮

股份赔偿。 

2013 年 12

月 09 日 
长期 

截止公告

之日，承诺

人遵守了

上述承诺。 

陆挺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在本人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在公司任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不会直接或间

2013 年 12

月 09 日 
长期 

截止公告

之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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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

参与或进行与公司主营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

的任何业务活动；将充分尊重公司的独立法人地

位，严格遵守公司章程，保证公司独立经营、自主

决策；将善意履行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

不利用实际控制人地位，促使公司的股东大会或董

事会做出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如果违反

上述声明、保证与承诺，本人同意给予公司赔偿。 

人遵守了

上述承诺。 

金轮蓝海股

份有限公司 

股份回购承

诺 

若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

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并已由有权部门作出

行政处罚或人民法院作出相关判决的，在相关行政

处罚或判决作出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本公司将

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通过回购首次公开发行所

有新股的具体方案的议案，并进行公告。本公司将

以不低于发行价格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在发行人上市后至上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

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

除权行为，上述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2013 年 12

月 09 日 
长期 

截止公告

之日，承诺

人遵守了

上述承诺。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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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00% 至 20.00%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5,053 至 7,58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316.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经营计划有序开展，整体运营平稳，业绩与去年同期

相比保持稳定。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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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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