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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14690216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南洋股份 股票代码 0022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韶敏 谢馥菁 

办公地址 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 1 号 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 1 号 

电话 0754-88887818 0754-88887818 

电子信箱 peng.shaomin@nanyangcable.com xie.fujing@nanyangcabl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坚持“主业为主，适度多元化”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积极寻求、培养新的业绩增长点。

2016年底，公司购买天融信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完成资产过

户，自此公司建立了电线电缆、网络安全的双主业平台。 

（一）电线电缆业务 

1.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经营模式、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在电线电缆业务方面，公司主要从事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主要产品为500kV、220kV、110kV、35kV及以下交联电力电缆、低压电线电缆及特种电

缆等，主要应用在电力、交通、建筑等国民经济的多个领域。公司产品规格众多，具备为国

内外重点工程提供全方位配套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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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行业“料重工轻”的特点明显，近年来，铜价波动幅度较大，公司一方面采取以销定

产的方式进行生产经营，另一方面通过套期保值预防铜价波动风险。公司针对客户类型和地

域特点，适时采用自营与经销商销售等多种销售模式，持续优化、扩充销售团队，巩固传统

优势市场并积极拓展新兴市场。 

报告期内，线缆行业的竞争压力持续，公司业绩驱动的主要因素为：团队综合管理能力

强、客户需求响应速度快；合同及采购管理措施到位，成本控制得当；质量体系落实到位，

品牌美誉度高；技术实力和技术服务水平位于同行前列。 

2.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线缆行业由于肩负着电力和通信两大国民经济支柱行业的配套职能，起到输送能源和传

递信息的重要作用，被誉为国民经济的“血管”和“神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

目前，国内电线电缆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产品同质化严重，价格竞争仍然

是行业竞争的主要手段。 

报告期内，传统的实体制造业下行压力巨大，线缆行业产能过剩、利润微薄、成本上升

的矛盾日益突出；铜材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存货管理风险增大；为吸取西安地铁“问题电缆”

事件教训，国家质检总局在2017年7月下发《质量技术监督系统行政执法“十条禁令”》，强抓

队伍建设，全行业日益重视电线电缆质量，使得线缆行业恶性竞争得到一定缓解，从拼价格

转向拼质量的趋势日渐明显，质量好、信誉佳的品牌企业更受客户青睐。 

公司深耕线缆行业30多年，有着良好的品牌、技术和渠道优势；依靠多年丰富的市场实

战经验以及信息渠道优势，公司及时调整铜材采购模式、加强合同订单管理，最大限度地降

低铜材价格波动风险；公司始终贯彻“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为生命”的企业宗旨，通过加强

人员培训、完善工艺流程、强化质量检验手段等措施，确保按时保质交货。报告期内，电线

电缆业务稳中有升，继续保持华南地区的龙头企业地位。 

（二）网络安全业务 

1.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经营模式、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融信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网络安全领域，为政府、军队、电信、金

融、制造、交通、卫生、教育等各行业企业级用户提供网络安全及大数据产品和安全服务，

致力于帮助客户降低安全风险，创造业务价值。各主要产品如下： 

（1）安全及大数据产品：主要包括安全网关、安全检测、安全接入、数据安全、云安全、

大数据等相关产品。 

（2）安全服务：主要包括安全产品增值服务、安全咨询服务、安全运维服务、安全研究

与开发服务、安全云服务等。 

报告期内，针对网络安全形势的变化和客户需求，天融信深化落实向“网络安全、大数据

与安全云服务提供商”战略转型工作，持续提升安全及大数据产品和安全服务两条业务主线核

心竞争力，在云安全、数据安全、移动安全、端点安全和态势感知等重点技术领域成果显著，

进一步深入耕耘行业市场，国产化市场持续发力。 

2.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非传统安全的网络安全威胁的存在是驱动网络安全行业发展的原动力，随着互联网化和

数字化的发展，网络安全威胁形势严峻，网络安全行业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目前处于成长

期。201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网络安全工作上升为法律层面，

政策推动力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行业市场活跃度持续升温。随着社会各层面对网络安全行

业的需求和投入越来越高，行业发展迎来更多机遇，网络安全初创企业数量明显增多，资本

市场活跃，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外厂商加入市场竞争。一方面，传统网络安全厂商不断扩充业

务产品线宽度和深度；另一方面，一些数据通信、互联网等非传统网络安全领域的厂商也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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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网络安全市场；此外，国外大型IT公司和知名安全厂商也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中国网络安

全市场。 

根据《IDC PRC Security Appliance Quarterly Tracker, 2017》报告显示，天融信在防火墙

硬件市场中，以20.3%的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在入侵防御硬件市场、VPN硬件市场中的市

场占有率分别为11.20%和7.50%，分别位列第三。此外，在其他网络安全细分市场中，天融

信亦位于市场领先地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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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5,133,108,988.63 2,870,713,312.62 78.81% 2,281,490,50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059,439.46 70,275,817.79 504.84% 56,380,50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2,781,594.28 55,743,972.30 532.86% 28,470,947.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063,210.24 -49,128,799.19 362.70% 188,363,794.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14 171.43%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14 171.43%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6% 3.80% 1.76% 3.18%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9,624,743,762.47 8,944,639,687.32 7.60% 3,155,616,62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028,418,102.69 5,526,140,739.57 45.28% 1,798,252,009.4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83,223,442.83 1,130,995,914.65 1,287,068,346.40 2,031,821,28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14,501.34 18,698,446.33 45,401,855.65 391,373,63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876,588.00 2,989,246.58 38,014,086.10 345,654,84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461,709.34 -119,093,709.35 12,002,062.51 465,616,566.4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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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11,89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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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总数 东总数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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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钟南  境内自然人 23.26% 266,746,347 139,373,173 质押 85,390,000 

百荣明泰资本

投资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98% 160,326,832 160,326,832 质押 154,822,430 

章征宇  境内自然人 4.97% 56,971,412 56,971,412   

前海开源基金

－广发银行－

前海开源华佳

源鑫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7% 48,969,072 48,969,072   

深圳前海珞珈

方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珠

海朴真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9% 42,268,041 42,268,041   

陈方方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0% 36,663,476 34,084,376 质押 34,084,376 

宁波华瀛创新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5% 30,412,371 30,412,371   

珠海安赐创钰

成长股权投资

基金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2% 28,865,979 28,865,979 质押 18,499,900 

樟树市鸿晟汇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0% 20,618,556 20,618,556   

于海波  境内自然人 1.59% 18,195,513 18,195,51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郑钟南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除樟树市鸿晟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

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外，其他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陈方方持有股份数 36,663,476 股，其中信用账户持股数量 2,579,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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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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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13 南洋债 112179 2020 年 05 月 30 日 65,000 6.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2017 年 5 月 31 日，公司支付了公司债券 2016 年 5 月 30 日至 2017 年 5 月 29 日期间的应付

利息 3900 万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6月26日出具了《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

券跟踪评级报告（2017）》，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评级结

果与2016年6月7日出具的评级结果相比没有发生变化。 

    关于《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7）》于2017年6月27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16.52% 38.22% -21.70%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9.75% 6.04% 33.71% 

利息保障倍数 12.57 2.48 4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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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稳定，发展前景良好。在管理团队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通过拓展传统电线电缆业务及新增网络安全业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3,310.90万元，同比增

长78.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2,505.94万元，同比增长504.84%。业绩大幅增长的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合并了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利润表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多元化发展战略得以实现。2016年12月，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

结合的方式购买天融信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完成资产过

户；2017年1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的新增股份上市；2017年2月，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所发行的新增股份上市。通过收购天融信100%股权，公司快速切入了具备广阔市场前景

和较高技术壁垒的网络安全行业，缩短了重新聘请团队再稳步经营开拓的时间周期，降低了

公司进入新业务领域的人才、管理风险。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成为兼具先进制造和高端信

息产业并行的双主业公司，公司多元化发展战略得以实现，为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提供了更

多元化、更可靠的业绩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电线电缆和网络安全的双主业，积极布局产业投资基金及相关领域

的投资，培育新的业绩增长点，促进主营业务的发展及延伸。 

（1）2017年1月，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了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南洋参与投资珠海利南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对新能源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与公司主

营业务能形成规模效应或者产业协同效应的领域和行业进行投资。 

（2）2017年4月，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天融信网络参与投资珠海安赐

艳阳天网络信息安全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基

金”），主要专注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军工、量子通信等相关领域的投资机会，以

及与公司主营业务能形成规模效应或者产业协同效应的领域和行业进行投资。报告期内，网

络信息安全产业基金投资了中科视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德惠众合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山西中网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远算科技有限公司等，完成了公司在人工智能及

人脸识别、企业统一移动平台、政法应用与安全、工业仿真等领域的战略投资和合作，符合

公司整体战略目标，完善、深化了公司在网络安全、大数据、安全云服务领域的布局，进一

步拓宽了市场空间。 

（3）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天融信网络投资了北京火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同天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元鼎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国保联盟信息安

全技术有限公司等，完成了公司在企业防病毒、IT综合服务、IT云服务、卫星大数据应用、

保密推广与应用等领域的战略投资和合作，符合公司整体战略目标，完善、深化了公司在网

络安全、大数据、安全云服务领域的布局，进一步拓宽了市场空间。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电线电缆业务在销售传统市场的优势地位。公司在中国南方电网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电网”）及其下属公司的重大采购项目中依然保持良好业绩，

公司在南方电网主网和配网的招投标中，中标品类覆盖了全产品线。报告期内，公司在南方

电网及其下属公司的含税销售累计达到8.71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进行新产品研发，储备技术、产品及人才，谋求新的市场机会。在电

线电缆业务方面，开展了12项研发项目，涉及新能源电缆、特种电缆、高压电缆、机器人用

动力电缆等，均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以及社会发展的新趋势研发。其中，在报告期内已经完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成5个项目的结题，部分项目已经开始销售渠道的开发及相关资质认证工作。在网络安全业务

方面，紧贴网络安全形势的变化和客户需求，重点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量

子计算、下一代互联网和大数据等领域，开展了安全防护、安全检测、安全接入、数据安全、

云安全、移动安全、端点安全、态势感知、安全云服务平台等研发项目。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电线电缆 2,748,208,969.62 2,401,052,462.90 12.63% 18.76% 22.41% -2.61% 

电工铜线 1,219,368,414.58 1,213,778,456.50 0.46% 119.07% 121.85% -1.25% 

安全及大数据产

品 
957,988,174.41 209,939,926.90 78.0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安全服务 200,349,855.16 35,332,897.50 82.3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因本报告期合并了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利润表，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及构成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增长。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企

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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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根据准则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

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两项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比较数据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

额 

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

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持续经营净利润：426,203,514.30元 持续经营净利润：70,275,817.79元 

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

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调

整 

其他收益：108,891,564.35元 

营业外收入：-108,891,564.35元 

无 

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

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的资产

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

数据相应调整 

资产处置收益：2,843,519.75元 

营业外收入：-2,843,519.75元 

资产处置收益：-16,400.32元 

营业外收入：-17.24元 

营业外支出：-16,417.56元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本期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设子（孙）公司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珠海安赐艳阳天网络信息安全产业股权投

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公司及全资孙公司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与珠海安赐创业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嘉亿（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珠海安赐艳

阳天网络信息安全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该投资基金成立于2017年7月7日，存续期限为5

年，总规模50,000万元，其中公司及孙公司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认缴出资49,800万元，占比

99.60%。基金管理人为珠海安赐创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及嘉亿（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投资领域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军工、量子通信等相关领域的投资机会，以及与本

公司的主营业务能形成规模效应或者产业协同效应的领域和行业。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及全资孙公司北

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累计已出资40,023,762.00元。 

—广州南洋供应链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22日，系由公司之子公司广州南洋电缆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注册资本6,800.00万元，广州南洋电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6,800.00万元，占比100.00%。截止本报告期末，

广州南洋电缆有限公司已实际缴纳出资6,800.00万元。 

本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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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成本 股权取得

比例 

股权取得

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北京同天科技

有限公司 

2015.6.26 8,820,000.00 14.99% 支付现金 2017.9.11 注1 44,175,850.31 2,079,871.02 

2017.9.11 17,649,000.00 30.01% 支付现金 

注1：公司之孙公司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2015年6月26日以现金8,820,000.00元对北京同天科

技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14.99%的股权；2017年9月11日，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现金17,649,000.00元购买王勇、陈刚、李劲持有北京同天科技有限

公司共计30.01%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同天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的比例由14.99%增至45%，为北京同天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且在董事会中派出3名董事，占全体

董事3/5，并能对其实施控制，将其纳入合并范围，购买日为2017年9月11日。 

② 合并成本及商誉 

合并成本 北京同天科技有限公司 

--现金 17,649,000.00 

--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 - 

--发行或承担的债务的公允价值 -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 

--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 -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于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3,594,770.17 

--其他 - 

合并成本合计 21,243,770.17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3,867,234.90 

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金额 17,376,535.27 

—2017年9月11日，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现金17,649,000.00元购买王勇、陈刚、李劲持有

北京同天科技有限公司共计30.01%的股权，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原持有14.99%的股权于购买

日的公允价值3,594,770.17元与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合并成本，该合并成本21,243,770.17元与取得的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3,867,234.90元的差额作为合并报表的商誉。 

③ 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项目 北京同天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资产：     

货币资金 37,291,500.93 37,291,500.93 

应收款项 79,657,243.44 79,657,243.44 

存货 21,370,203.91 21,370,203.91 

其他流动资产 1,204,836.25 1,204,836.25 

固定资产 8,554.60 8,554.60 

递延所得税资产 4,975,821.78 4,975,821.78 

负债：     

应付款项 135,111,165.53 135,111,165.53 

应付职工薪酬 804,075.72 804,075.72 

净资产 8,592,919.66 8,592,919.66 

减：少数股东权益 4,725,684.76 4,725,68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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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净资产 3,867,234.90 3,867,234.90 

—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以账面价值为基础确定。 

④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被购买方名称 购买日之前原持有

股权在购买日的账

面价值 

购买日之前原持有

股权在购买日的公

允价值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

股权按照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产生的利

得或损失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

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

值的确定方法及主要

假设 

购买日之前与原持有

股权相关的其他综合

收益转入投资收益的

金额 

北京同天科技有

限公司 

3,594,770.17 3,594,770.17 - 账面价值 -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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