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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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越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建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唐日旺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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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618,445,829.65 4,578,247,491.89 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489,052,703.55 2,370,490,130.73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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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218,888.23 48.26% 3,499,062,860.39 4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92,030,466.25 -5.99% 153,562,779.29 -8.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2,822,273.07 28.83% 76,251,764.89 -23.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54,303,529.53 1,002.73% 501,364,914.04 335.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91 -6.58% 0.2155 -1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82 -5.67% 0.2140 -9.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5% -16.67% 6.28% -19.4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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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66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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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7,1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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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60,475.7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79,774.5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857,2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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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6,758.84  

合计 77,311,014.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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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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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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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越伦 境内自然人 14.35% 103,287,600 77,465,700 质押 40,179,830 

郑剑波 境内自然人 11.50% 82,782,871 82,782,871 质押 31,096,759 

浙江三维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2% 53,426,880 0 质押 30,940,000 

洪革 境外自然人 1.44% 10,372,258 7,779,193   

王瑕 境内自然人 0.94% 6,752,920 6,752,920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万银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2% 5,152,797 0   

徐立华 境内自然人 0.71% 5,143,884 0   

沈林金 境内自然人 0.65% 4,676,287 0   

江西奇思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2% 4,470,998 4,470,997   

张继松 境内自然人 0.57% 4,126,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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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三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3,426,880 人民币普通股 53,426,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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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越伦 25,821,900 人民币普通股 25,821,9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万银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52,797 人民币普通股 5,152,797 

徐立华 5,143,884 人民币普通股 5,143,884 

沈林金 4,676,287 人民币普通股 4,676,287 

张继松 4,126,609 人民币普通股 4,126,60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

证 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3,395,290 人民币普通股 3,395,29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

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43,647 人民币普通股 3,043,647 

洪革 2,593,065 人民币普通股 2,593,065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长信基金

－浦发银行－聚富 3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2,548,087 人民币普通股 2,548,0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李越伦与洪革系配偶关系，李越伦为浙江三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李越

伦、洪革、三维股权为一致行动人。郑剑波与王瑕系配偶关系，郑剑波、王瑕为一致行

动人。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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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单位：元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9月30日 
增减变动

幅度 
重大变动说明 

长期股权投资 21,708,116.04 39,312,971.56 -44.78% 

本期公司处置山东万博公司部分股权，

根据金融准则，剩余持股部分由长期股

权投资重分类至其他权益工具列示。 

应收票据 9,560,057.96 21,040,736.63 -54.56% 本期票据到期较多所致。 

债权投资 8,492,179.90 12,393,397.85 -31.48% 本期部分债券投资到期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35,222,774.91 42,400,000.00 218.92% 
主要系科瑞技术的股票公允价值变动，

增加账面价值8634万元所致。 

开发支出 0.00 10,211,028.26 -100.00% 
本期项目达到资本化条件，确认无形资

产所致。 

长期借款 417,934,906.99 276,181,930.86 51.33% 
主要系本期公司增加银行长期借款所

致。 

预收款项 347,427,434.61 202,570,713.71 71.51% 
预收款项增加14485.67万元，主要系子公

司巨网科技预收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6,497,197.47 40,100,842.58 -33.92% 主要系本期支付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35,615,130.92 74,902,273.64 -52.45%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缴纳出售房产应交的

土地增值税4854万元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98,276,184.96 302,131,953.70 -67.47% 
主要系于本期偿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

款所致。 

长期应付款 20,793,496.59 38,477,826.83 -45.96% 主要系限制性股票解禁所致。 

 

2、 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单位：元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499,062,860.39 2,381,332,719.94 46.94% 
主要系本期巨网科技广告业务

增长迅速所致。 

营业成本 3,112,009,075.03 2,046,133,672.76 52.09% 
主要系本期巨网科技广告业务

增长迅速所致。 

财务费用 32,339,865.07 21,028,129.21 53.79% 
主要系公司本期银行贷款较上

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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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51,587,353.82 20,542,004.94 151.13% 
主要系适用25%所得税税率的

子公司盈利增长所致。 

其他收益 15,221,898.44 8,764,832.18 73.67% 
主要系公司本期享受税收优惠，

增值税加计抵减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682,130.48 -20,799,443.37 -82.30% 
主要系部分账龄较长的应收款

收回所致。 

投资收益 2,616,616.73 38,762,028.15 -93.25%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投资的深

圳睿沃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

合伙）实施分红所致。 

营业外收入 3,123,521.38 321,795.81 870.65%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收到因客户

侵权赔偿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461,675.01 2,806,619.46 -83.55% 
主要系上年同期子公司支付解

除合同补偿金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785,597.00 79,456,500.13 -99.01% 

主要系上年同期全资子公司移

动互联处置闲置房产取得收益

7949.06万元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6,345,186.17 0.00 100.00% 
主要系科瑞技术的股票公允价

值变动增加所致。 

 

3、 年初至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项目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单位：元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364,914.04 -212,540,779.28 335.89% 
主要系本期巨网科技广告业务

增长、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257,272.63 -454,535,372.02 53.96% 
主要上期巨网科技购买公众号

较多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587,488.53 493,780,518.02 -143.66% 
主要系公司上期增发募集资金

及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86,769,662.67 409,718,149.98 43.21% 
主要系本期巨网科技广告业务

增长、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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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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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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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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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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期转入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101,222,998.49  0.00 9,937,830.77 6,870,658.45 1,800,000.00 0.00 
116,231,487

.71 
自筹 

其他 42,400,000.00 
86,345,186.1

7 
0.00    0.00 

128,745,186

.17 
自筹 

合计 143,622,998.49 
86,345,186.1

7 
0.00 9,937,830.77 6,870,658.45 1,800,000.00 0.00 

244,976,673

.88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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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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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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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15.87 12,371.96 0 

合计 15,915.87 12,3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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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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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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越伦 

2019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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