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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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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三、公司负责人王晶、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徐志凌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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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902,930,766.30 11,056,666,125.68 -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676,204,937.27 5,257,001,543.60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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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1,466,583,251.01 -3.95% 4,263,569,720.27 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6,714,024.44 31.49% 627,293,463.64 3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7,472,330.65 20.38% 548,939,830.53 19.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0,066,436.30 -83.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47 31.46% 0.6206 30.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88 27.26% 0.6008 26.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9% 0.40% 11.24% 1.79% 

 

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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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8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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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45,07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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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67,910.3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55,640.90  

减：所得税影响额 8,513,9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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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14,598.55  

合计 78,353,63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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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即征即退的增值税 27,365,329.34 符合相关税收政策的经常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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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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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58% 308,879,440 0 质押 108,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4% 28,615,467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74% 28,568,700 0   

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国泰－高端装备并

购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2.64% 27,611,596 0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8% 9,203,865 0   

福建省创新电子信息产

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8% 8,191,44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6% 7,921,747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

有限公司－淡水泉精选 1

期 

其他 0.74% 7,777,055 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精英之淡水泉 
其他 0.73% 7,570,0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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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民生银行－

东兴信鑫 3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69% 7,15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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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08,879,440 人民币普通股 308,879,44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615,467 人民币普通股 28,615,46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568,700 人民币普通股 28,568,700 

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长城国泰－高端装备并购契约

型私募投资基金 

27,611,596 人民币普通股 27,611,596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9,203,865 人民币普通股 9,203,865 

福建省创新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8,191,440 人民币普通股 8,191,44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921,747 人民币普通股 7,921,747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淡水

泉精选 1 期 
7,777,055 人民币普通股 7,777,055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精英之淡

水泉 
7,570,021 人民币普通股 7,570,021 

东兴证券－民生银行－东兴信鑫 3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7,152,280 人民币普通股 7,152,2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长城国泰－高端装备并购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

司、福建省创新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系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

东，东兴证券－民生银行－东兴信鑫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系本公司董事、监事、

高管委托成立的增持账户，该 5 个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且不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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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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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2.64亿元，同比增长3.20%；其中，商户运营服务集群实现较快增长，

公司支付服务业务前三季度交易流水1.2万亿元，同比增长9.33%（单季度环比增长21.60%），金融科技服

务9月当月放款金额超过4.3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7亿元，同比增长30.87%。若剔除报告期

内股权激励成本摊销影响（不考虑所得税），则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80亿元，同比增长41.82%。 

主要财务变动情况分析如下： 

1、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较期初增长45,274.10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其他流

动资产中的理财产品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流动资产调入本科目所致； 

2、其他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减少105,225.23万元，减幅33.67%，主要系报告期期初本公司子公司国通

星驿公司支付业务的待清算款遇国家法定节假日顺延清算而报告期末为工作日及时清算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减少13,831.52万元，减幅50.36%，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理财产品由其他流动资产划分至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4、发放贷款及垫款期末较期初增长78,684.65万元，增幅76.44%，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金融科技业务

发展迅速，控股公司网商小贷公司发放贷款金额增长所致；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较期初减少33,971.16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调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所致； 

6、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期末较期初增长29,052.10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非流动资产调入本科目所致； 

7、应付票据期末较期初增长6,811.10万元，增幅110.52%，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使用承兑汇票结算的货

款增加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减少7,842.68万元，减幅64.82%，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支付期初职工薪酬

所致； 

9、其他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减少95,466.59万元，减幅30.51%，主要系报告期期初本公司子公司国通星

驿公司支付业务的待清算款遇国家法定节假日顺延清算而报告期末为工作日及时清算所致； 

10、长期借款期末较期初增长18,050.00万元，增幅77.14%，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为支持经营业务的

快速发展，借入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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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24,817.26万元，增幅515.19%，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金融科技业务发展

迅速，控股公司网商小贷公司发放贷款金额增长所致； 

12、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8,865.24万元，增幅41.99%，主要系报告期公司股权激励及职工薪酬增

加所致； 

13、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9,180.90万元，增幅31.15%，主要系报告期公司股权激励及职工薪酬增

加所致； 

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9,943.21万元，减幅83.27%，主要系报告期本公

司金融科技业务发展迅速，控股公司网商小贷公司发放贷款金额增长所致； 

1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1,734.94万元，减幅315.43%，主要系报告期公司

理财产品净支出额增加所致； 

1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5,154.47万元，减幅104.02%，主要系报告期公司

分配股利较上期增加及本期借款取得净额较上期减少综合影响所致； 

17、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86,840.22万元，减幅180.99%，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

金融科技业务发展迅速，对应发放贷款增加，理财产品净支出额增加，分配股利较上期增加及本期借款取

得净额较上期减少等共同综合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2019年8月6日，公司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44,124,71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313,237,415.10元。 

2、控股子公司获准接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央行征信中心同意启动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市网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接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

据库（简称“征信系统”）的具体实施工作，同意网商小贷公司接入个人征信系统。 

3、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因原审计团队离开致同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所加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

于其审计工作情况、服务意识、职业操守和履职能力，同时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拟聘任容诚会

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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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2019 年 07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5） 

控股子公司获准接入中国

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2019 年 09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准接入中国

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46）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2019 年 09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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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证券投资情况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

权益

的累

计公

允价

值变

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

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

外股

票 

300656 民德电子 36,778,836.00 

公允

价值

计量 

137,993,625.00 23,649,367.50 0.00 0.00 0.00 23,649,367.50 161,642,992.50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合计 36,778,836.00 -- 137,993,625.00 23,649,367.50 0.00 0.00 0.00 23,649,367.50 161,642,992.5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2015 年 06 月 24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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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托理财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65,700 9,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90,000 40,000 0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9,037 24,037 0 

合计 184,737 73,037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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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18 日 其他 个人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参加 2019 年福建辖

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1）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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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法定代表人：王晶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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