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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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鲁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侯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镇千金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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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487,194.58 154,966,489.96 -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574,616.42 14,575,375.75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686,838.99 4,216,369.97 -36.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49,530.08 -32,806,846.28 8.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34 0.0234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34 0.023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 1.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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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9,036,258.52 2,527,395,782.89 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69,620,114.50 1,456,980,946.95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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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7,386.4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787,210.0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112.8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21,144.6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787.27  

合计 11,887,777.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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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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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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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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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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峰 境内自然人 20.74% 129,015,740 96,761,805 质押 77,000,000 

侯伟 境内自然人 8.76% 54,487,766 40,865,824 质押 18,640,100 

福建榕基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第

三期员工持股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6% 7,856,200 0   

赵坚 境内自然人 1.10% 6,850,000 5,137,500   

陈明平 境内自然人 0.87% 5,396,146 4,047,109   

鲁波 境内自然人 0.48% 2,994,160 0   

朱琳 境内自然人 0.47% 2,896,601 0   

朱晓霞 境内自然人 0.45% 2,772,100 0   

福建榕基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2% 2,629,101 0   

胡燕英 境内自然人 0.37% 2,3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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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峰 32,253,935 人民币普通股 32,253,935 

侯伟 13,621,942 人民币普通股 13,621,942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

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7,856,200 人民币普通股 7,856,200 

鲁波 2,994,160 人民币普通股 2,994,160 

朱琳 2,896,601 人民币普通股 2,896,601 

朱晓霞 2,77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2,100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 2,629,101 人民币普通股 2,62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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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胡燕英 2,319,9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9,900 

王捷 2,23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39,500 

吴景珍 2,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鲁波为鲁峰之胞兄。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及第三期

员工持股计划与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

外，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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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晓霞参与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770,000 股 ；胡燕英参与融资融券，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 2,3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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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 货币资金比上年期末减少35.61%，主要是报告期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2) 预付账款比上年期末增加63.56%，主要是报告期预付供应商款项增加所致。 

(3) 其他应收款比上年期末增加39.71%，主要是报告期支付的往来款、保证金等增加所致。 

(4) 在建工程比上年期末增加34.72%，主要是报告期上海园区投入增加所致。 

(5) 其他非流动资产比上年期末减少275.6万元，主要是报告期预付购买长期资产款项减少所致。 

(6) 应付职工薪酬比上年期末减少70.29%，主要是报告期已计提未支付的职工薪酬减少所致。 

(7) 其他应付款比上年期末增加50.11%，主要是报告期收到的保证金、押金等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1) 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104.29%，主要是报告期计提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增加所致。 

(2) 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62.79%，主要是报告期研发费用化投入及研发人员薪资增加所致。 

(3)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59.59%，主要是报告期借款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4)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33.19%，主要是报告期按账龄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5) 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757.54%，主要是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6)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40.53%，主要是报告期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7) 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95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8)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19万元，增幅672.17%，主要是报告期收到的违约金增加所致。 

(9)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169.97万元，减幅99.79%，主要是报告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10) 所得税较上年同期减少32.65%，主要是报告期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11) 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58.30%，主要是报告期非全资子公司净利润减少所致。 

(12) 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236.78%，主要是报告期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影响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04.77%，主要是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支出净额增加所致。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007.55%，主要是报告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3)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较上年同期减少110.00%，主要是报告期外币资产因汇率变动产生的差额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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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5个募投项目计划，其中场地投入5,828.75万元，计划需要购置7,600平方米用房，用于项目研发、测试、运营、

办公和机房环境建设。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将变更募投

项目实施地点至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西高新技术产业园内，变更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并追加投资，拟使用募集资金不

超过13,300万元与榕基工程合作在该地块上建设公司研发大楼，项目建设期2年分批投入，并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的投入总额

取得相应投入比例的研发大楼产权使用权，用于募投项目目前实际所需研发用房。截至目前，项目已动工建设。公司将严格

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使得募集资金规划中的场地投入费用发挥效益。截至报告期末，募投项目建设基本完

成。 

    榕基软件持有马鞍山榕基软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马鞍山榕基软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马鞍山榕基置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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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100%股权。2018年7月19日，北京海圣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收购马鞍山榕基软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与榕基软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所对应的股权转让款为玖仟叁佰万元整（￥93,000,000.00）。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

及追加投资的公告 
2014 年 12 月 12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2474&an

nouncementId=1200462236&announceme

ntTime=2014-12-13 

关于签订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公

告 
2018 年 0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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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ure/szse_sme/bulletin_detail/true/12052

08002?announceTime=2018-07-20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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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鲁峰、侯

伟 
其他承诺 

在本公司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鲁峰、侯伟承诺：在

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申报离职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的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0 年 09

月 15 日 

在职期

间以及

申报离

职 6 个

月后的

12 个月

内 

在承诺

期限内，

按承诺

持续履

行中 

鲁峰、侯

伟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为了避免将来发生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鲁峰和股东侯伟

出具了《放弃竞争与利益冲突承诺函》，承诺不生产、开发任

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

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

2010 年 09

月 15 日 
长期 

在承诺

期限内，

按承诺

持续履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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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从第三方获得的

商业机会如果属于股份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之内的，将尽可能

地协助股份公司取得该等商业机会。 

公司 其他承诺 

公司属于高新技术企业，行业内技术人员流动性较大，为了

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和保持核心人员的稳定，公司已与高级

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上述人员同时对公

司出具了《保密义务、技术成果归属承诺书》。 

2010 年 09

月 15 日 
长期 

在承诺

期限内，

按承诺

持续履

行中 

公司 
募集资金使

用承诺 

公司所有募集资金将存放于专户管理，并用于公司新一代电

子政务应用平台、信息安全风险综合管理系统、质检三电工

程企业端软件运维服务平台、协同管理软件平台、技术研发

与创新中心等主营业务。 

2010 年 09

月 15 日 
长期 

在承诺

期限内，

按承诺

持续履

行中 

公司 分红承诺 

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一）公司董事会负责制定公

司的股利分配预案，股东大会负责审批。在公司当年度盈利

且提取法定公积金及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仍有剩余时，董事

会应当作出现金分红预案。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

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对

此发表独立意见。（二）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当

不少于当年可分配利润的 10%；公司上市后连续三年以现金

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该连续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的 30%；在进行现金分配的同时，公司可以进行股票股

利的分配。（三）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

回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分配。（四）存

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

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五）公司根据生产经

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

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对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进行表

决时，由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及监事会审议并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控股股东应回避表决，

公司可以采取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股东参与股东大会

表决。（六）公司应以每三年为一个周期，制订周期内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 

2010 年 09

月 15 日 
长期 

在承诺

期限内，

按承诺

持续履

行中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公司部

分董事、

高级管

理人员

和核心

骨干 

其他承诺 
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严格遵守有关

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及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 

2015 年 07

月 09 日 
长期 

在承诺

期限内，

按承诺

持续履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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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员工持

股计划 

员工持股计

划承诺 

2018 年 2 月 12 日，华融榕基软件员工持股 3 号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第三期）已通过二级市场购入的方式累计购买公司股

票 7,856,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约为 1.26%，成交金额为

58,225,118.51 元，成交均价约为人民币 7.41 元/股，公司已完

成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标的股票的购买。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

计划的存续期为 48 个月，锁定期为 2018 年 2 月 12 日至 2019

年 2 月 11 日。 

2018 年 02

月 12 日 
一年 

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履

行完毕 

鲁峰 
股份增持承

诺 

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本次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2018 年 12

月 12 日 
6 个月 

在承诺

期限内，

按承诺

持续履

行中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

计划 

无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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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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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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3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

e/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2474

&announcementId=1205894162&annou

ncementTime=2019-03-12%2009:18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_____________ 

                                                                                           

鲁  峰 

  2019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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