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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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东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鞠海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曾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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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021,481,269.21 4,680,511,238.26 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09,491,809.25 3,820,033,010.89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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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319,028.17 63.04% 1,028,002,071.85 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709,969.10 -17.08% 2,691,040.32 -9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4,258,759.64 -45.60% -15,366,463.37 -131.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129,303.62 59.55% -290,900,293.60 -10.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9 -17.06% 0.0042 -95.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9 -17.06% 0.0042 -95.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4% -0.18% 0.07%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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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75.5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2,963,074.28 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216,182.06 
主要为收到公司子公司--壮志凌云

原股东支付的业绩对赌补偿款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83,212.2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4.09  

合计 18,057,503.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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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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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辉 境内自然人 18.50% 117,608,893 101,930,919 质押 93,047,100 

吴敏 境内自然人 11.44% 72,762,009 0 质押 42,500,000 

上海翊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85% 43,536,590 0 质押 43,174,700 

霍向琦 境内自然人 4.96% 31,537,244 31,504,994 质押 27,580,000 

上海奥力锋投资发展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2% 28,722,046 0 质押 21,560,999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睿

宏 3 号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自然人 2.88% 18,299,000 0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平安

银行－中融国际信托－中融－

财富骐骥定增 31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自然人 1.76% 11,216,351 0   

渤海证券－工商银行－渤海分

级汇鑫 10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自然人 1.13% 7,162,102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01% 6,432,750 0   

戚晓霞 境内自然人 0.87% 5,515,3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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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敏 72,762,009 人民币普通股 72,762,009 

上海翊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3,536,590 人民币普通股 43,536,590 

上海奥力锋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28,722,046 人民币普通股 28,722,046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睿宏 3 号单一资金信

托 
18,2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299,000 

王东辉 15,677,974 人民币普通股 15,677,974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平安银行－中融国际信

托－中融－财富骐骥定增 3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216,351 人民币普通股 11,21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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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证券－工商银行－渤海分级汇鑫 10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7,162,102 人民币普通股 7,162,10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432,750 人民币普通股 6,432,750 

戚晓霞 5,515,377 人民币普通股 5,515,377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聚宝盆7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191,500 人民币普通股 5,191,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 5%以上股东王东辉、吴敏为夫妻关系。 

2、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睿宏 3 号单一资金信托为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公司未知其它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戚晓霞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000 股外，还通过华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465,377 股，实际合计持有

5,51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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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存货 782,757,554.63  506,609,960.29  276,147,594.34  54.51%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尚未达到收入确认条

件的发出商品增加 

其他流动资

产 
404,619,673.72  585,435,769.08  -180,816,095.36  -30.89% 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期末购买的理财产品减少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358,885,544.57  202,175,000.00  156,710,544.57  77.51%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本期新投资了占股比例小

且无重大影响的企业和所投资的“华大基因”

公司公允价值增加 

投资性房地

产 
43,368,763.46    43,368,763.46  100.00%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原自用办公楼转为出租，

从“固定资产”转到本科目核算 

固定资产 561,770,200.75  214,597,883.42  347,172,317.33  161.78%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新购建的电子城办公

楼装修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从在建工

程转入本科目 

在建工程   394,346,666.04  -394,346,666.04  -100.00% 

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新购建的电子城办公

楼装修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从在建工

程科目转出 

开发支出 77,626,385.01  126,593,548.09  -48,967,163.08  -38.68% 
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开发支出项目完工结

项结转无形资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

用 
52,221,803.60  24,492,332.97  27,729,470.63  113.22%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新购建的电子城办公

楼装修完成，装修支出计入长期待摊费用并

开始摊销 

其他非流动

资产 
  4,806,521.54  -4,806,521.54  -100.00% 

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新办公楼装修完成，

原本科目核算的装修、办公家具款转到长期

待摊费用和固定资产科目 

短期借款 327,854,507.05  79,230,410.00  248,624,097.05  313.80%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为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向

银行贷款所致 

应付票据 13,206,195.00  51,730,007.21  -38,523,812.21  -74.47% 
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票据到期承兑，且本年使

用票据结算货款减少 

预收款项 150,718,808.38  76,437,859.79  74,280,948.59  97.18%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本年预收未结算的合同款

较期初增加 

应付职工薪

酬 
892,246.93  4,313,368.65  -3,421,121.72  -79.31% 

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本年发放16年计提的薪资

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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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 26,215,072.17  52,783,107.07  -26,568,034.90  -50.33% 
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本期缴纳16年末计提的所

得税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21,500,000.00  52,000,000.00  -30,500,000.00  -58.65% 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提前偿还并购贷款 

递延收益 12,262,597.94  6,322,966.68  5,939,631.26  93.94%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本期收到约 600 万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递延所得税

负债 
21,925,856.71  7,806,391.33  14,119,465.38  180.87%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华大基因”的公允价值增加但尚未实际处置

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

负债所致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4,171,672.52 2,098,581.90 2,073,090.62 98.79%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会计准则变更，房产税和

印花税本期由管理费用调整到税金及附加核

算 

财务费用 13,435,008.81 4,439,590.85 8,995,417.96 202.62%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借款增加，本期支付

的利息支出增加 

投资收益 11,219,898.66 7,453,970.41 3,765,928.25 50.52%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闲置资金用于理

财收到的理财收入增加 

其他收益 1,011,876.66 
 

1,011,876.66 100.00%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会计准则变更，将与企业

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调整到本科目核算 

营业外收入 8,603,343.89 3,325,224.81 5,278,119.08 158.73%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收到公司子公司-壮志凌

云原股东支付的业绩对赌补偿款 

营业外支出 163,111.97 847,769.16 -684,657.19 -80.76% 

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上期公司子公司-香港荣

之联对香港大学研发项目给予捐赠，而本期

未对外捐赠 

所得税费用 -8,558,181.56 12,207,992.40 -20,766,173.96 -170.10% 

减少的原因主要是：1、公司子公司-车网互

联本期通过 16 年重点软件企业审批，所得税

汇算清缴按照 10%的税率计算缴纳，原按照

高新企业 15%税率多计提部分冲减本期所得

税费用；2、16 年研发费用可加计扣除金额

增加，冲减所得税费用增加；3、公司本期利

润较上期减少，相应计提的所得税也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193,348,300.57 97,840,858.24 95,507,442.33 97.62%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本期理财产

品到期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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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125,988,878.85 632,907,819.22 -506,918,940.37 -80.09% 

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本期新增购

买理财支出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7,359,421.72 -535,066,960.98 602,426,382.70 112.59%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本期理

财产品到期收回，且上期用于购

买理财产品的支出较大，而本期

新增购买支出减少 

筹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397,689,514.12 134,230,410.00 263,459,104.12 196.27%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本期取

得银行借款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5,347,267.81 -149,929,936.68 285,277,204.49 190.27%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本期偿

还借款的现金流出与上年同期

略有减少，而取得的银行借款增

加幅度较大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91,508,748.08 -946,525,063.75 855,016,315.67 90.33% 

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本期理财产

品到期收回以及取得银行借款

的现金流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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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公司因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于2017年4月10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司

股票自2017年4月10日开市起停牌。 

2、2017年6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相关议案，并于6月23日披露了《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关于公司股票暂不复牌暨一般风险提示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3、2017年7月10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4、2017年7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71429号），

证监会认为公司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5、2017年7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71429号），公司将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个工作日内向证监会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6、2017年8月16日，公司披露了《北京荣之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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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反馈

意见答复》并于同日将相关反馈意见报送给了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7、2017年8月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司于2017年8月2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将于近期

召开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事项，公司股票也于2017年8月24日开市起停

牌。 

8、2017年8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公告》，公司召开了第

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对募集配套资金进行调减。 

9、2017年9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获得商务部反垄断局批复的公告》，公司收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反垄断局下发的《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商反垄初审函[2017]第226号），通知内容摘录如下：“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经初步审查，现决定，对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深圳市赞融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

法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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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7年9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

会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有条件通

过，公司股票自2017年9月1日开始起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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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6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7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7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7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8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8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9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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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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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50.00% 至 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2,005 至 24,01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4,010.4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季节性明显，第四季度较前三季度占比较大；由于子公

司车网互联在报告期内重点发展新能源、智慧环卫和智慧城市等

物联网业务，项目落地周期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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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35,000,000.00 105,565,911.06 124,165,911.06    159,165,911.06 自有 

合计 35,000,000.00 105,565,911.06 124,165,911.06 0.00 0.00 0.00 159,165,91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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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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7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642/index.html 

2017 年 08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642/index.html 

2017 年 09 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64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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