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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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唐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翠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建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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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656,642.94 2,455,723,797.25 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128,177,340.80 2,085,518,882.75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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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089,318.75 12.61% 526,776,840.66 1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5,180,157.21 5.24% 121,861,796.25 1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4,587,243.91 4.56% 119,660,526.91 11.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5,053,708.11 -29.02% -61,690,561.22 -361.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00 -4.31% 0.1870 1.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79 -6.05% 0.1831 1.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0% -2.99% 5.75%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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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5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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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6,151.4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6,257.25  

减：所得税影响额 400,417.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271.39  

合计 2,201,269.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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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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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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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健 境内自然人 35.37% 235,872,000 176,904,000 质押 9,490,000 

刘翠英 境内自然人 22.10% 147,376,986 110,532,739 质押 80,653,900 

安信基金－农业

银行－华宝信托

－安心投资【6】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2.47% 16,477,273 16,477,273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睿赢 47

号单一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2.26% 15,060,417 0   

安信基金－中信

银行－华宝信托

－华宝－华兴投

资 1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70% 11,363,636 11,363,636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云南信

托·大西部丝绸

之路 2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34% 8,920,455 8,920,455   

申万菱信基金－

工商银行－陕国

投－陕国投·新

毅创赢定向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30% 8,693,181 8,69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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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广宏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23% 8,220,906 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合顺 25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12% 7,447,458 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云信－

弘升 5 号证券投

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10% 7,36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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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健 58,9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58,968,000 

刘翠英 36,844,247 人民币普通股 36,844,247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睿赢 47

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15,060,417 人民币普通股 15,060,417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广宏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8,220,906 人民币普通股 8,220,906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合顺 2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447,458 人民币普通股 7,447,45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

弘升 5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7,362,739 人民币普通股 7,362,739 

张天虚 5,615,764 人民币普通股 5,615,764 

白月莉 5,413,307 人民币普通股 5,413,307 

兴证证券资管－宁波银行－兴证

资管鑫众 69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359,290 人民币普通股 5,359,290 

付丽艳 3,443,800 人民币普通股 3,443,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唐健先生与刘翠英女士为夫妻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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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付丽艳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44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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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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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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361.79%，主要系供应商货款及支付员工薪资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额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639.53%，主要系理财产品本息转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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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7月，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捷顺科技”）与参股子公司上海雅丰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雅丰”）股东朱军先生进行股权转让，捷顺科技持有上海雅丰股权由31.9998%增至54.0276%。此

次股权转让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上海雅丰为捷顺科技控股子公司。2017年8月，为进一

步增强对控股子公司的投资力度，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与上海雅丰股东方程先生、何小锋先生签订《增资协议》，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00万元对控股子公司上海雅丰增资进行追加投资，股东方程先生、何小锋先生均放弃本次增资

的认购权。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雅丰的注册资本将增至人民币905.88万元，公司将持有上海雅丰64.1774%股权。 

2、2017年6月21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且该议案已经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刘成伟等29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回购并注销上述29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292,700股。截至2017年9月8日，上述公司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已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由665,681,301股减少至665,388,601股。 

3、2017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授予171名激励对象164.3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7年8月25日，授予价格

为7.73元/股。截至2017年9月2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

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9月22日。公司股份总数由665,388,601股增至 666,942,601

股。 

4、2017年9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部分持

有人丧失参与资格及其持有权益份额转让的议案》。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案）》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17

年9月16日召开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2017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经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持有人会议的相关决议，一致认

定陈毅林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而丧失参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资格，同意提名公司董事、总经理赵勇先生代持陈毅林先生受让

的80万份权益份额，后续再根据持有人会议及董事会的相关安排进行转让。公司董事、总经理赵勇先生为关联董事，已回避

表决。根据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上述事项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5、2016年10月25日，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行新增56,818,181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新增股份于2016年10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对象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也不存在占用公司非经营性资

金的情形，公司亦未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7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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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增资控股子公司上海雅丰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2017 年 08 月 23 日 

《捷顺科技：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52，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2017 年 09 月 09 日 

《捷顺科技：关于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70，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股份登记完成 
2017 年 09 月 21 日 

《捷顺科技：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075，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部分

持人有丧失参与资格及其持有权益份额

转让 

2017 年 09 月 22 日 

《捷顺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76，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2017 年 10 月 24 日 

《捷顺科技：关于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

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7-079，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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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至 4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0,033 至 25,497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8,21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智能终端+生态环境”战略持续落地，主营业务新增合同订单较去年

同期增长 36.3%，智慧商业、智慧社区、智慧停车业务实现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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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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8 月 3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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