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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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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三、公司负责人胡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徐志凌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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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71,553,157.59 6,277,336,811.77 4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693,700,083.48 2,443,488,166.56 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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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370,875.61 32.79% 3,506,564,796.07 5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6,500,275.06 2.43% 554,526,194.51 5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9,821,129.97 -0.79% 518,662,273.48 60.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59,600,977.47 -274.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56 3.04% 0.5948 55.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47 2.36% 0.5906 71.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5% -0.36% 20.37% 5.2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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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0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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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64,313.6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67,093.9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730,422.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6,639,294.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83,622.12  

合计 35,863,92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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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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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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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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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56% 308,879,440 0 质押 153,156,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83% 28,568,700 0   

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长城国泰－高端装

备并购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2.73% 27,611,596 27,611,596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其他 1.14% 11,504,832 11,504,832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1% 9,203,865 9,203,865   

福建省创新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1% 8,191,440 8,191,440   

东兴证券－民生银行－东兴信鑫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1% 7,152,28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7% 6,777,100 0   

中融基金－广州农商银行－中融

国际信托－中融信托－融耀定增

3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66% 6,672,802 6,672,802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团体分红-018L-FH001 深 
其他 0.51% 5,20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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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08,879,440 人民币普通股 308,879,44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568,700 人民币普通股 28,568,700 

东兴证券－民生银行－东兴信鑫 3 号集合资 7,152,280 人民币普通股 7,15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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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机遇灵

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777,100 人民币普通股 6,777,1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

红-018L-FH001 深 
5,203,416 人民币普通股 5,203,416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永利

32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工业

4.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4,250,305 人民币普通股 4,250,305 

冯继东 3,608,905 人民币普通股 3,608,90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99,986 人民币普通股 3,599,986 

李粤桓 3,583,704 人民币普通股 3,583,7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东兴证券－民生银行－东兴信

鑫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委托成立的增持账户，

该两个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且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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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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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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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增加 82,053.76 万元，增幅 52.33%，主要系报告期收到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和支付股权投资款、理财投资及子公司支付清分款等影响所致； 

2. 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增加 2,346.77 万元，增幅 190.00%，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客户票据结

算货款增加所致； 

3. 应收利息期末较期初增加 424.83 万元，增幅 192.84%，主要系报告期确认应收理财收益

增加所致； 

4. 其他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增加 131,974.17 万元，增幅 168.37%，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

司福建国通星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应收清分款增加所致； 

5. 发放贷款及垫款期末较期初增加 27,765.44 万元，增幅 1188.29%，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控股

子公司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发放贷款增加所致； 

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 7,616.45 万元，增幅 37.52%，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参股

公司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创业板上市，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增加所致； 

7. 开发支出期末较期初增加 2,011.05 万元,增幅 100%,主要系报告期进行商户服务系统与网

络建设项目开发所致； 

8. 短期借款期末较期初增加 29,314.82 万元，增幅 630.71%，主要系报告期一年内的银行借

款增加所致； 

9. 应付票据期末较期初增加 5,570.11 万元，增幅 70.76%，主要系报告期用银行承兑票据支

付货款增加所致； 

10. 预收款项期末较期初减少 66,525.81 万元，减幅 61.87%，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福

建新大陆地产有限公司确认房地产收入所致； 

11.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减少 4,776.15 万元，减幅 60.55%，主要系报告期支付期初职工

薪酬所致； 

12. 应付利息期末较期初增加 71.96 万元，增幅 1349.89%，主要系报告期确认应付借款利息

增加所致； 

13. 应付股利期末较期初减少 1,441.21 万元，减幅 76.40%，主要系报告期控股子公司支付少

数股东股利所致； 

14. 其他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增加 84,645.25 万元，增幅 99.10%，主要系报告期全资子公司福建

国通星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应付清分款增加所致； 

15. 递延收益期末较期初增加 476.79 万元，增幅 246.77%，主要系报告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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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16. 资本公积期末较期初增加 149,110.84 万元,增幅 2860.90%,主要系报告期公司非公开溢价

发行股票所致； 

17. 库存股期末较期初减少 1,153.75 万元,减幅 30.95%,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回购

并注销限制性股票及股权激励解锁股份所致 

18. 其他综合收益期末较期初增加 17,693.34 万元，增幅 10234.22%，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参股

公司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创业板上市，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增加所致； 

19. 营业收入本期较上期增加 117,099.30 万元，增幅 50.14%，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运营及增

值业务、电子支付产品及信息识读产品等业务较大增长所致； 

20. 营业成本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84,412.22 万元，增幅 60.05%，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

长相应成本增长所致； 

21. 管理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15,072.85 万元，增幅 50.01%，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并表单

位福建国通星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公司互联网事业部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22.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1,109.55 万元，减幅 65.43%，主要系报告期内较上年同期

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23. 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1,691.04 万元，减幅 41.28%,主要系报告期联营企业和理

财收益较上年减少所致； 

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72,329.46 万元，减幅 274.29%，主要系报

告期新增并表单位福建国通星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代付商户清分业务增加及广州市网商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发放贷款增加所致； 

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34,308.19 万元，减幅 818.29%，主要系报

告期支付股权投资款和理财增长所致； 

2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98,270.52 万元，增幅 783.57%，主要系报

告期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一年内的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2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91,824.34 万元，增幅 2885.24%，主要系报告

期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和支付股权投资款、理财投资及子公司支付清分款等影

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高管人员变动 

2017年7月7日，因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董事会决定聘任王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

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2017年9月28日，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王栋先生因工作需要，专职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不再兼任董事会秘书一职。经公司董

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吴春旸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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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2、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2017年 7月 14日，公司实施 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以 2016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938,399,518 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6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人

民币 56,303,971.08元。 

3、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 

2017年7月15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进行除息调整，发行底价由

18.10元/股调整为18.04元/股，发行数量由不超过87,217,088股调整为不超过87,507,167 

股。2017年7月21日，公司收到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批文。2017年7月

25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自届满之日

起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18年7月31日）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项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18年7月31日）。2017年9月29日，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72,647,459股，发行价格 

21.7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78,629,284.07元。 

4、自然人增资子公司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8月11日，公司与姚志杰、戈艳辉、姜楠及王荃4名自然人签订《关于广州市网商

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入股协议》，同意子公司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增加

姚志杰、戈艳辉、姜楠及王荃4名自然人股东并以现金方式出资3,750万元。四名自然人股东

的加入有利于稳定子公司经营团队，调动团队积极性，对子公司的持续经营和业绩改善有积

极影响。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该事项已获得广州市越秀区金融局同意的批复。 

5、认购深圳市科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定向发行股份 

2017年9月28日，公司与深圳市科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公司以现金8,000万元认购科脉技术定向发行800万股股份。公司此次认购科脉技术的股份是

看好科脉技术与商户IT服务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同时进一步丰富公司线下商户一站式服务

的生态布局，为公司的数据变现业务继续夯实基础，且有望取得较大的战略协同及良好的投

资收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高管人员变动 

2017 年 07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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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ure/fulltext/bulletin_detail/true/1203689

660?announceTime=2017-07-08 

2017 年 0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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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ure/fulltext/bulletin_detail/true/1204014

570?announceTime=2017-09-30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2017 年 07 月 07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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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ure/fulltext/bulletin_detail/true/1203685

762?announceTime=2017-07-07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 

2017 年 0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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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

707033?announceTime=2017-07-15 

2017 年 0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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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ure/fulltext/bulletin_detail/true/1203725

798?announceTime=2017-07-22 

2017 年 0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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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ure/szse_main/bulletin_detail/true/1203

732724?announceTime=2017-07-26 

2017 年 0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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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ure/fulltext/bulletin_detail/true/1204005

343?announceTime=2017-09-27 

自然人增资子公司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

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0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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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ure/fulltext/bulletin_detail/true/1203790

023?announceTime=2017-08-12 

认购深圳市科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新

三板）定向发行股份 
2017 年 0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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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ure/fulltext/bulletin_detail/true/1204014

572?announceTime=201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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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基金 519700 

交银主

题优选

基金 

139,999

,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139,999

,000.00 

72,898,

535.39 

-148,09

1.2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境内外 300656 民德电 36,778, 公允价 36,778, 176,036 176,036    212,815 可供出 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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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子 836.00 值计量 836.00 ,514.00 ,514.00 ,350.00 售金融

资产 

合计 
176,777

,836.00 
-- 

36,778,

836.00 

176,036

,514.00 

176,036

,514.00 

139,999

,000.00 

72,898,

535.39 

-148,09

1.25 

212,815

,35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2016 年 03 月 25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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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

7-09-14/1203975890.DOC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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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公司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定》（中发[2015]34号）以及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根据福建省统战部、福建省

工商联、福建省扶贫办、福建省光彩会组织开展的“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的部署，开

展精准扶贫活动。 

2017年三季度，为弘扬乡土文化，发展特色旅游，助力脱贫攻坚，服务美丽乡村，公司

聘请三位专家，运用田野调查、资料考证、实地采访、口述历史等方法，对“白头格”古民

居建筑群的建筑文化、人文历史，进行抢救、挖掘、保护，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编辑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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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公司将遵循精准扶贫规划中的总体思路和理念，将各类具体措施切实落实到位，确保精

准扶贫工作的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安排有序推进，产生实效。公司将积极争取各类帮扶项目、

帮扶资金，加强与项目涉及部门的对接协调，引导扶贫资源、资金向贫困组、贫困户聚集；

全面整合现有各渠道的项目、资金、技术等资源，建立政府引导、贫困村主导、公司参与的

多元化投入机制，广泛吸收社会资金投入精准扶贫工作；在公司组织架构上保障推进脱贫攻

坚，履行社会责任，落实公司精准扶贫工作有效开展；把精准帮扶与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协助当地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建设，让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发展生产、减贫摘帽的

主力军。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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