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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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尹宏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杨恩龙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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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77,498.75 27,008,944.61 4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581,679.68 -8,312,871.88 -1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523,488.29 -8,656,949.43 -21.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743,347.22 14,450,282.39 -188.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4 -0.0099 -15.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4 -0.0099 -15.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0.67%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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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4,857,868.33 1,871,234,376.91 -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92,782,646.34 1,280,529,058.29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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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893.29 处置及报废固定资产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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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846.6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62,190.81 主要为理财产品利息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47,648.85 主要为处置废旧库存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9,872.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888.57  

合计 941,808.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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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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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增值税即征即退 2,548,950.58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

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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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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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汇垠日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81% 200,00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

国投·鑫鑫向荣 78 号证券投 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4% 32,263,200    

王存斌  境内自然人 1.67% 14,042,300    

创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9,938,700 9,938,700 质押 9,938,700 

胡卫良 境内自然人 0.95% 7,968,400    

李越 境内自然人 0.93% 7,774,300    

朱丽娜 境内自然人 0.70% 5,852,760    

刘庆芳  境内自然人 0.63% 5,280,500    

张朝阳 境内自然人 0.62% 5,170,835    

郏森茂 境内自然人 0.59% 4,9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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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汇垠日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00 
人民币普

通股 

200,000,00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鑫鑫向荣 78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2,263,200 

人民币普

通股 
32,263,200 

王存斌  14,042,300 
人民币普

通股 
14,04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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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938,700 
人民币普

通股 
9,938,700 

胡卫良 7,968,400 
人民币普

通股 
7,968,400 

李越 7,774,300 
人民币普

通股 
7,774,300 

朱丽娜 5,852,760 
人民币普

通股 
5,852,760 

刘庆芳  5,280,500 
人民币普

通股 
5,280,500 

张朝阳 5,170,835 
人民币普

通股 
5,170,835 

郏森茂 4,928,400 
人民币普

通股 
4,928,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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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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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期末余额46,344,992.08元，比上年度期末减少53.56%。变动原因：偿还债务，购买理财产品及经营性现金净流

出所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零，比上年度期末减少100%。变动原因：本期将交易性金融资产全部处置； 

3、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51,079,390.16元，比上年度期末增加38.79%。变动原因：主要为本期末定金、项目押金保证金余额

增加； 

4、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为零，比上年度期末减少100%。变动原因：上期支付的股权投资预付款本期转入长期股权投资

科目； 

5、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余额250,000,000.00元，比上年度期末增加较多。变动原因：依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列报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的金融资产，2019年1月1日起列报在“其他权益投资”项目； 

6、资本公积期末余额22,253,237.4元，比上年度期末增加较多。变动原因：无偿取得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调整母公司资本公

积； 

7、营业收入本期发生额39,877,498.7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7.65%。变动原因：主要是新增的广告服务业务和咨询业务的营

业收入； 

8、营业成本本期发生额18,162,120.3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32.36%。变动原因：主要是增加的开关业务和广告服务业务营业

成本； 

9、研发费用本期发生额2,685,227.11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0.33%。变动原因：公司增大研发力度，研发费用增加； 

10、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1,060,396.63元，比上年同期增加较多。变动原因：处理废旧库存； 

11、营业外支出本期发生额430,551.9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较多。变动原因：本期固定资产报废的损失； 

1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为-12,744,052.34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7.94%。变动原因：上年同期股权投资金额较

大； 

1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为-28,035,714.1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67.17%。变动原因：本期仅偿还债务，未借入

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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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6日披露《关于与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0），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后，上海辰商与阿里

1688、阿里云、蚂蚁金服、商汤科技等阿里巴巴集团相关公司成立了专项项目组，针对公司开展并完善电商、新零售、大数

据、人工智能方面解决方案，但上述合作一直处于初步开展阶段。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海辰商还尚未与阿里巴巴在后续合

作方面签署相关正式协议。 

2、2019 年 1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长终止实施增持计划的议

案》，由于资本市场的变化、融资渠道受限等原因导致无法筹措充足的增持资金，尹宏伟先生经慎重考虑申请终止履行未实

施部分的增持计划，该议案已经2019年2月14日召开的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长终止实施增

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7），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 

3、2019 年 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股权转让与增资协议之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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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协议>的议案》。鉴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各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同意公司与樟树市思图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上海辰商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左家华、樟树市华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张鑫、李帖、熊鹏拟签署

《<股权转让与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该议案已经2019年3月5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

签署<股权转让与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司此次签署《<股权转让与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符合公司整体战略

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未来可能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

状况产生影响。 

4、2019 年 4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中远恒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公司根据主营业务发展经营规划，及时调整业务布局，有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有利于更好的支持主营业

务的升级转型，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及业务布局需要，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转让中远恒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7），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中远恒信的股权，中远恒信不再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无不利影响，股权转让所获款项将用于增加公司运营资金。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与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2018 年 05 月 16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与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100）。 

公司董事长终止实施增持计划 2019 年 01 月 30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

董事长终止实施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07）。 

签署《<股权转让与增资协议>之补充协

议》 

2019 年 02 月 18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拟签

署<股权转让与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  

2019 年 03 月 06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9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9-019）。  

转让中远恒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019 年 04 月 08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转让

中远恒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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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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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尹宏伟 
股份增持承

诺 

将严格遵守

有关买卖公

司股票的法

律法规，本次

增持完成后

在法定期限

内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不

进行内幕及

短线交易，不

在敏感期买

卖本公司股

票。 

2018 年 06 月

07 日 
258 日 终止实施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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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尹宏伟先生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积极筹措增持资金，但由于资本市场的变化、

融资渠道受限等原因导致无法筹措充足的增持资金，增持计划的实施遇到困难。经审

慎研究，尹宏伟先生决定终止履行未实施部分的增持计划。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长终止实施

增持计划的议案》，董事长尹宏伟先生回避了表决，《关于公司董事长终止实施增持计

划的议案》已经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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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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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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250,000,000.00 0.00 0.00 0.00 0.00 2,132,876.70 250,000,000.00 自有资金 

合计 250,000,000.00 0.00 0.00 0.00 0.00 2,132,876.70 250,0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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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1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 

2019 年 01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相关措施 

2019 年 01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何时会发公司董事长增持的进展公告 

2019 年 02 月 0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新科技新制造新动能产业投资并购私募基金的投资标的情况 

2019 年 02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是否为抚顺银行第一大股东 

2019 年 02 月 2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签署《<股权转让与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原因及定价依据 

2019 年 03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未来的战略布局 

2019 年 03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参股子公司是否有上科创板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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