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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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付景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明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锐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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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9,339,538,733.83 8,167,950,097.71 8,167,950,097.71 1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333,149,077.58 3,253,592,116.85 3,253,592,116.85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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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6,770,198.50 18.73% 8,081,991,476.17 2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15,896.55 -121.30% 35,733,219.70 -2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95,476.50 86.29% 34,562,073.90 0.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035,321,266.62 -52.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5 -110.87% 0.0407 -20.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8 -122.86% 0.0394 -21.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2% -0.13% 1.09%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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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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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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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7,899.0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81,042.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6,905.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63,8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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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71,1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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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软件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 3,856,274.38 
与公司主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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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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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信科学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81% 116,232,472 29,764   

南京庆亚贸易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5% 38,560,190 38,560,190 质押 38,556,000 

曾东卫 境内自然人 1.35% 12,216,740 5,088,297 质押 6,152,686 

李伟斌 境内自然人 1.04% 9,480,969 0 质押 4,410,000 

张广全 境内自然人 0.97% 8,770,000 0 质押 8,770,000 

叶军 境内自然人 0.91% 8,269,540 3,498,137   

汪雪梅 境内自然人 0.86% 7,790,745 0   

冯鹏飞 境内自然人 0.72% 6,538,000 0   

胡春如 境内自然人 0.59% 5,382,040 0   

王国华 境内自然人 0.58% 5,230,700 0 质押 5,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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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116,202,708 人民币普通股 116,202,708 

李伟斌 9,480,969 人民币普通股 9,480,969 

张广全 8,7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7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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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雪梅 7,790,745 人民币普通股 7,790,745 

曾东卫 7,128,443 人民币普通股 7,128,443 

冯鹏飞 6,5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38,000 

胡春如 5,382,040 人民币普通股 5,382,040 

王国华 5,230,700 人民币普通股 5,230,700 

叶军 4,771,403 人民币普通股 4,771,403 

刘文涛 4,478,154 人民币普通股 4,478,1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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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自然人股东冯鹏飞持有的 6,538,000 全部为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自然人

股东胡春如持有的 5,382,040 股全部为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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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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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额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147,387,006.96 1,985,147,259.33 -837,760,252.37 -42.20 本期支付货款支出增加，导

致货币资金减少。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2,189,479,638.44 1,002,484,168.19 1,186,995,470.25 118.41 本期销售规模增长，暂未回

款。 

预付账款 1,525,575,093.52 1,096,905,734.37 428,669,359.15 39.08 业务规模增长，本期企业信

息化业务及IT销售业务备货

增加，货物尚未到达。 

存货 1,612,460,789.11 773,569,671.71 838,891,117.40 108.44 公司子公司贵州大唐高鸿置

业有限公司转为房地产企业

核算，相关在建房产转为存

货、本期开发成本增加，企

业信息化业务及IT销售业务

备货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70,842,324.77 392,384,976.50 -221,542,651.73 -56.46 公司子公司北京高阳捷迅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根据经营策略

调整，充值业务规模下降，

代付款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15,921,521.98 212,656,275.71 -196,734,753.73 -92.51 公司子公司贵州大唐高鸿置

业有限公司转为房地产企业

核算，相关在建房产转为存

货。 

应交税费 19,660,738.14 74,314,171.76 -54,653,433.62 -73.54 本期上交了税费。 

股本 907,629,867.00 648,307,048.00 259,322,819.00 40.00 本期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方案，每10股转增4股。 

少数股东权益 580,671,276.76 205,824,412.48 374,846,864.28 182.12 子公司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和大唐融合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新增股东投资增加。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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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额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8,081,991,476.17 6,329,739,637.59 1,752,251,838.58 27.68 业务规模增长，本期企业信息

化业务和IT销售业务收入增

长。 

营业成本 7,626,914,258.13 5,927,199,325.26 1,699,714,932.87 28.68 业务规模增长，本期企业信息

化业务IT销售业务收入增长

对应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 136,729,090.91 103,947,186.67 32,781,904.24 31.54 公司业务扩张及增加了子公

司在本期产生了费用及二期

股权激励摊销导致人工成本

增长。 

其他收益 7,316,274.35 12,297,421.90 -4,981,147.55 -40.51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 

投资收益 2,595,056.28 48,897.69 2,546,158.59 5,207.11 本期收到参股公司分配的股

利增加。 

营业外收入 1,487,864.33 7,219,460.19 -5,731,595.86 -79.39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 2,858,043.74 80,824.57 2,777,219.17 3,436.11 子公司支付的违约金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额  变动比

率（%）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5,491,318.88 3,351,034.69 2,140,284.19 63.87 本期收到的软件企业增

值税即征即退款增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2,451,887,063.03 20,159,061,752.44 -7,707,174,689.41 -38.23 子公司北京高阳捷迅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收到的话费

充值业务代收款项减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2,562,996,513.60 20,408,844,727.59 -7,845,848,213.99 -38.44 子公司北京高阳捷迅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支付的话费

充值业务代付款项减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2,000,000.00 946,001.90 1,053,998.10 111.42 本期收到参股公司分配

的股利增加。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

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31,197,789.09 0.00 31,197,789.09 100.00 子公司收到处置股权款。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49,665,854.21 253,433,705.75 -203,767,851.54 -80.40 公司子公司大唐高鸿济宁

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

贵州大唐高鸿置业有限

公司转为房地产企业核

算，相关开发成本支出转

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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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现金核算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000,000.00 51,410,919.77 -36,410,919.77 -70.82 本期股权投资支付的现

金减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8,242,502.25 -8,242,502.25 -100.00 去年同期为子公司大唐

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丧失对其子公司大唐同

威投资管理（深圳）有限

公司的控制权减少的期

初货币资金余额。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383,800,000.00 90,573,600.00 293,226,400.00 323.74 本期子公司北京高阳捷迅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大唐

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引

进战略投资者增资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355,583,032.82 665,708,115.00 -310,125,082.18 -46.59 本期偿还控股股东电信

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的借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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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2018年4月17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与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648,307,048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公司总股本由648,307,048股增至907,629,867股。2017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8年5月4日实施完成。2018年08月03日公司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2014年，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大唐高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曾东卫、李伟

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等10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68,174,260股股票，于2014年10月29日在

深交所上市。根据股份限售承诺，曾东卫、李昌锋、叶军等3名股东所持有的7,576,829股有限售条件

股份可于2018年10月29日上市流通。报告期内上述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尚未上市流通，截至本公告日，

此部分股份解除限售手续已经办理完成，将于2018年10月29日上市流通。 

（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进

行现金增资人民币3.5亿元人民币(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增资后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由2.5亿元人民币增至6亿元人民币，公司仍持有其100%股权，截至目前公司增资北京大唐高

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已经办理完成。 

（四）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公司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

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合资公司高鸿亿利（上海）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截至目前合资公司已经完成工商登记。 

（五）公司于2018年7月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公司

大唐融合（河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引入投资者增资的议案》，公司拟引入外部投资者对控股子公司

大唐融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大唐融合（河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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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增资。本次增资采用在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挂牌交易方式引入投资者，挂牌地点为北京产权交易

所。河南融合本次融资资金不超过1.1亿元（含公司拟增资部分），本次增资完成后引入的外部投资

人持股比例合计不超过70%，本次增资金额将全部用于补充河南融合流动资金和实缴基地子公司的注

册资金所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8 年 04 月 2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8 月 0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2018 年 09 月 26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河南融合引入战略投资人 2018 年 10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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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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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085

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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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9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085

1/index.html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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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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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付景林 

2018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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