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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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亚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廖建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袁素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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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8,428,182.61 184,906,939.53 3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269,226.33 16,372,940.93 9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70,178.42 9,228,195.81 -95.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919,343.67 42,543,421.16 -128.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0 0.0284 97.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7 0.0284 9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8% 1.01%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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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7,127,568.95 2,077,610,091.38 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30,804,675.23 1,697,491,328.9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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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7,313.02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惠赢天下

股权形成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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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1,776.64 

主要系因符合地方性扶持政策

而获得的补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603,442.50 
主要系购买金融机构现金管理

类产品所获得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07,116.8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2,867.43  

合计 31,899,047.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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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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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亚妹 境内自然人 37.99% 220,085,099 181,063,824 质押 135,868,600 

乔昕 境内自然人 12.93% 74,927,032 56,195,274 质押 36,000,000 

新余海和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2% 34,883,720 34,883,720   

张伟 境内自然人 2.05% 11,884,322 8,726,889   

伏虎 境内自然人 1.76% 10,205,546 7,585,546   

石磊 境内自然人 1.34% 7,776,900 0   

上海季子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季子天

增地长一期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00% 5,813,953 5,813,953   

马丽 境内自然人 0.51% 2,957,459 0   

新余益瑞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8% 2,801,162 2,801,162 质押 850,000 

深圳市日升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1% 2,37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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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亚妹 39,021,275 人民币普通股 39,021,275 

乔昕 18,731,758 人民币普通股 18,731,758 

石磊 7,776,900 人民币普通股 7,776,900 

张伟 3,157,433 人民币普通股 3,157,433 

马丽 2,957,459 人民币普通股 2,95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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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虎 2,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20,000 

深圳市日升投资有限公司 2,376,500 人民币普通股 2,376,500 

刘建奇 1,66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8,900 

周建 1,21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4,900 

王淑芬 1,1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乔昕先生与陈亚妹女士为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乔昕先生亦为新余益

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深圳市日升投资有限公司系陈亚妹女士与

乔昕先生共同控制的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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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刘建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62,700 股，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6,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6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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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或本年金额） （或上年金额） 

货币资金 161,188,925.08  264,648,521.96  -39.09%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理财产品较多所致 

应收票据 4,894,342.00  9,806,932.00  -50.09% 主要系报告期末应收票据到期较多所致 

预付款项 12,289,566.64  5,437,466.36  126.02% 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供应商款项增加所致 

存货 75,381,598.10  54,493,173.31  38.33% 主要系为智能制造板块第二季度生产备货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28,465,464.41  485,910,986.34  29.34%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理财产品较多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6,554,868.78  73,311,568.78  -50.14%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惠赢天下股权所致 

应付票据 22,545,961.99  15,312,597.83  47.24% 
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

供应商款项较上年年末较多所致 

预收款项 7,893,241.00  13,506,452.56  -41.56% 
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预收部分的业务达到收入确

认结转所致 

营业收入 258,428,182.61  184,906,939.53  39.76% 
主要系报告期内智能制造板块和智慧营销板块收

入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214,670,058.39  142,984,803.52  50.13% 主要系报告期内与收入相匹配的成本增长所致 

管理费用 23,380,070.26  15,361,285.16  52.20% 
主要系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及股权激励费用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462,407.31  -4,274,814.75  110.82% 主要系报告期内美元汇率下跌产生汇兑损失所致 

投资收益 22,026,002.10  -2,968,677.26  841.95%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惠赢天下股权形成投资收益

较多所致 

 

其他收益 

           

4,361,776.64  

                            

-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按照《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对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政府补

助从“营业外收入”调整至“其他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 3,884,685.04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按照《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对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政府补

助从“营业外收入”调整至“其他收益”，上年同期

数仍保留在“营业外收入”中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32,269,226.33  16,372,940.93  97.09%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惠赢天下股权形成投资收益

较多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70,178.42 

     

      9,228,195.81 

 

    -95.99% 

主要系报告期内美元汇率下跌产生汇兑损失；以

及相较去年同期，本报告期增加了在营销技术产

品方面的投入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645,698.67 977,805.04 -166.04% 
主要系报告期内非全资子公司处于前期投入阶段

产生亏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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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919,343.67  42,543,421.16  -128.0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到期供应商货款较多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8,021,441.02  -30,956,552.38  -184.34% 

主要系报告期内理财产品购买金额大于赎回较多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665,614.40  -14,897,858.65  35.12% 

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比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4,565,782.19  -260,106.71  -1655.35% 主要系报告期内美元汇率下跌产生汇兑损失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14,172,181.28  -3,571,096.58  -3097.12% 

主要系报告期内理财产品购买金额大于赎回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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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惠赢天下股权 

     公司于2018年3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持有

的参股公司北京惠赢天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赢天下”）全部股权转让给崔震先生，股权转让价格为7100万元人

民币，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惠赢天下的股份，崔震先生于签约当日支付6600万元，剩余尾款500万元在十

个工作日内支付。2018年4月3日，公司已收到崔震先生支付的本次股权转让对价尾款500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对价均已按期

支付完毕。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将产生约2424.33万元的净利润（未经审计，具体金额以年度审计师审计确认为准），将对

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2、使用自有资金现金管理事宜 

     公司于2017年11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决议

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期限到期后继续延长12个月，

决议有效期至2019年1月24日。该事项业经2017年11月22日召开的2017年度第五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明细如下： 

银行、金

融机构名

称 

 

发生金额（元）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收

益率 

 

预计收益 

（元） 

兴业银行 6,000,000.00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保本浮动收益 2018/1/24 2018/2/24 4.10% 20,893.15  

兴业银行 35,000,000.00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保本浮动收益 2018/1/9 2018/4/9 4.80% 414,246.58  

兴业银行 45,000,000.00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保本浮动收益 2018/1/10 2018/4/10 4.80% 532,602.74  

兴业银行 56,230,000.00  兴业金雪球-优先 2 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8/1/19 - 3.00%  -  

平安银行 5,000,000.00  平安天天利 保本浮动收益 2018/1/9 - 3.00%  -  

平安银行 10,000,000.00  平安卓越滚动 7 天 保本浮动收益 2018/2/13 2018/3/31 3.15% 39,698.63  

国信证券 16,000,000.00  国信证券收益凭证-金益

求金 90 天 2288 期 

保本固定收益 2018/2/6 2018/5/8 
4.80% 191,473.97  

国信证券 66,000,000.00  国信证券收益凭证-金益

求金 95 天 2549 期 

保本固定收益 2018/3/29 2018/7/2 
4.80% 824,547.95  

平安银行 6,580,000.00  平安天天利 保本浮动收益 2018/2/9 - 3.00%  -  

浦发银行 35,000,000.00  浦发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保本固定收益 2018/3/23 2018/6/25 4.85% 437,16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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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 

浦发银行 80,000,000.00  浦发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 

保本固定收益 2018/3/16 2018/6/14 
4.80% 946,849.32  

申万宏源 20,000,000.00  申万宏源金樽 451 期

（90 天）收益凭证产品 

保本固定收益 2018/3/16 2018/6/14 
4.80% 236,712.33  

兴业银行 8,000,000.00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保本浮动收益 2018/2/24 2018/5/24 4.70% 92,712.33  

兴业银行 1,900,000.00  兴业金雪球-优先 2 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8/2/23 - 3.00%  -  

中信证券 15,000,000.00  中信证券 2018 年度第 7

期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收益 2018/1/5 2018/3/5 
4.70% 113,958.90  

国信证券 120,000,000.0

0  

国信证券收益凭证-金益

求金 97 天 2242 期 

保本固定收益 2018/1/30 2018/5/8 
4.80% 

1,530,739.7

3  

国信证券 15,000,000.00  国信证券收益凭证-金益

求金 101 天 2241 期 

保本固定收益 2018/1/26 2018/5/8 
4.80% 199,232.88  

国信证券 40,000,000.00  国信证券收益凭证-金益

求金 90 天 2419 期 

保本固定收益 2018/3/6 2018/6/4 
4.80% 468,164.38  

兴业银行 4,000,000.00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保本浮动收益 2018/1/12 2018/4/12 4.50% 43,890.41  

兴业银行 6,000,000.00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保本浮动收益 2018/3/14 2018/6/14 4.80% 71,802.74  

兴业银行 10,000,000.00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保本浮动收益 2018/3/16 2018/6/16 4.80% 119,671.23  

兴业银行 1,000,000.00  兴业金雪球-优先 2 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8/2/8 - 3.00%  -  

兴业银行 26,000,000.00  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2018/1/12 2018/3/13 3.77% 161,128.77  

兴业银行 3,000,000.00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保本浮动收益 2018/2/24 2018/5/24 4.70% 34,380.82  

兴业银行 10,000,000.00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保本浮动收益 2018/3/5 2018/6/5 4.70% 118,465.75  

兴业银行 4,000,000.00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保本浮动收益 2018/3/8 2018/4/8 4.60% 15,627.40  

兴业银行 5,000,000.00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保本浮动收益 2018/3/30 2018/4/30 4.20% 17,835.62  

兴业银行 21,000,000.00  兴业金雪球-优先 2 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8/1/29 - 3.00%  -  

兴业银行 8,000,000.00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保本浮动收益 2018/3/1 2018/5/1 4.30% 57,490.41  

兴业银行 34,500,000.00  兴业金雪球-优先 2 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8/1/9 - 3.00%  -  

兴业银行 3,800,000.00  兴业金雪球-优先 2 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8/3/22 - 3.00%  -  

兴业银行 16,800,000.00  兴业金雪球-优先 2 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8/1/17 - 3.00%  -  

兴业银行 9,500,000.00  兴业金雪球-优先 2 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8/1/1 - 3.30%  -  

兴业银行 4,500,000.00  兴业金雪球-优先 2 号 保本浮动收益 2018/3/14 - 3.30%  -  

兴业银行 5,000,000.00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保本浮动收益 2018/3/14 2018/6/14 4.70% 59,232.88  

中信银行 25,000,000.00  中信证券 2018 年度第

251 期收益凭证 

保本浮动收益 2018/1/2 2018/2/5 
4.85% 106,301.00  

农商银行 30,000,000.00  “鑫意”理财恒通安鑫 保本浮动收益 2018/1/2 - 3.00%  -  

农商银行 20,000,000.00  “鑫意”理财恒通安鑫 保本浮动收益 2018/2/13 - 3.00%  -  

农商银行 10,000,000.00  “鑫意”理财恒通安鑫 保本浮动收益 2018/3/16 - 3.00%  -  

 

3、其他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投资上海富数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2018 年 02 月 09 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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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子公司实益达对外投资的公告 2018 年 02 月 13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2018 年 03 月 29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04 月 0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交易处于筹划阶段的提示性公告 2018 年 04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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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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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80.00% 至 110.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6,426.8 至 7,497.92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570.4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产投研是公司战略落地的主要路径，公司在投资时，会不断接触

到业内优秀标的公司最前沿的理念，一方面公司会充分利用这些

理念升级改造现有产业，同时分享标的公司业务快速成长过程中

估值的提升，从而获取一定的投资收益，因此投资不仅可以布局

和锁定优质标的,也可以帮助公司储备投资收益并带来良好的现金

回报。公司自 2015 年以来陆续进行了多项投资，并布局了一系列

符合公司战略方向的优质标的，未来这项工作还将持续进行。      

自 2018 年一季度开始，公司将陆续从部分投资项目中获得收益。

2018 年 1-6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

80%-110%，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处置惠赢天下股权取得投资收益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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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衍生工具       278,370.00 自有资金 

合计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78,37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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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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2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麦达数字：2018 年 2 月 5 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3 月 0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麦达数字：2018 年 3 月 2 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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