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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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朱文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褚文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褚文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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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083,465,309.99

4,793,419,172.33

5,027,209,019.64

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4,067,623,892.11

3,931,752,338.76

4,029,191,077.78

0.95%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年初至报告
期增减
期末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上年同期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21,685,704 259,953,023 259,953,023
.58
.72
.72

23.75%

788,046,609 606,721,050 606,721,050.
.04
.98
98

2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93,496,154. 69,233,404. 68,184,357.
70
08
61

37.12%

175,831,704 148,292,085 147,032,457.
.84
.40
11

1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88,965,014. 63,733,792. 63,733,792.
33
78
78

39.59%

161,510,325 145,057,572 145,057,572.
.97
.59
59

11.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7,411,309.0 53,615,410. 57,725,785.
0
85
55

-87.16%

-75,737,368. 45,075,713. 48,972,110.0
-254.65%
87
37
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9

0.088

0.087

36.78%

0.224

0.189

0.187

19.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9

0.088

0.087

36.78%

0.224

0.189

0.187

19.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1%

1.81%

1.77%

增长 0.54
个百分点

4.28%

3.93%

3.83%

增长 0.45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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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减免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说明

70,070.88
1,016,605.47 系重庆丰东收到福利企业增值税返还 1,016,605.4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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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构成为：
1、互联网财税板块：2,000,000.00 元为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
对金财财税共享智慧云服务平台的补助；700,000.00 元为黄
埔区科技局 2017 年度对方欣科技高企认定奖励；507,5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

元为广州市番禺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对广东浪潮

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

7,069,016.39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16 年研发加计后补贴。
2、热处理板块：200,000.00 元为工贸科对外合作和投资补贴；
241,000.00 元为盐城市大丰区科技聚力创新奖励；154,000.00
元为盐城推进聚力创新十条政策奖励； 200,000.00 元为工贸
科战略创新示范企业奖励；150,000.00 元为双创资金。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
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3,814,5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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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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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
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1,740,437.19 主要系购买银行、券商保本理财取得的利息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6,715,530.59

减：所得税影响额

系同一控制下合并广东益东金财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018 年 1-9 月的净利润。

主要系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五道口金融科技发展基金捐赠
6,000,000.00 元。

4,521,855.6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2,775.54

合计

14,321,378.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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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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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权健东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75% 155,040,000

155,040,000 质押

90,800,000

徐正军

境内自然人

16.33% 128,202,971

115,382,674 质押

128,202,671

东方工程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9.60%

75,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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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明

境内自然人

8.35%

65,534,482

64,436,182

王金根

境内自然人

6.94%

54,511,499

49,060,349 质押

束昱辉

境内自然人

5.43%

42,627,013

42,627,013

和华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1.66%

13,019,909

北京众诚方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

8,679,317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基金、理财产品等
个人分红-018L-FH002 深

1.04%

8,172,151

民生证券－浦发银行－民生方欣 1 号
基金、理财产品等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0.90%

7,095,910

25,951,520

质押

8,679,317

7,095,91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东方工程株式会社

75,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360,000

和华株式会社

13,019,909 人民币普通股

13,019,909

徐正军

12,820,297 人民币普通股

12,820,297

北京众诚方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679,317 人民币普通股

8,679,317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8L-FH002 深

8,172,151 人民币普通股

8,172,151

苏州松禾成长二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959,812 人民币普通股

5,959,812

赣州西域洪昌互联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71,475 人民币普通股

5,471,475

王金根

5,451,150 人民币普通股

5,45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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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6,400 人民币普通股

5,046,400

朱德芳

2,976,565 人民币普通股

2,976,5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朱文明、束昱辉为一致行动人；徐正军、
王金根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
在公司已知的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公司已知的一致行
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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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中有较大变动情况的项目及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变动

（元）

（元）

幅度

565,979,198.85

423,195,355.30

33.74%

主要系部分应收账款未到账期，且部分客户为政
府或国有控股单位，付款审批流程较长，回款相
对缓慢所致

53,984,688.93

22,496,152.89

139.97%

主要系生产经营扩大，经营性垫付款及备用金往
来款增加所致

398,871,813.37

947,844,180.98

-57.92%

主要系部分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所致

在建工程

31,671,446.97

22,248,087.03

42.36%

主要系热处理板块的丰东热技术、南京丰东、上
海丰东等新增建筑工程、设备投资所致

无形资产

187,422,492.57

120,410,505.72

55.65%

主要系方欣科技研发支出资本化后转入无形资
产所致

开发支出

62,791,301.82

27,277,139.71

130.20%

主要系方欣科技研发支出资本化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71,453,353.75

6,806,870.91

949.72%

主要系方欣科技经营办公场所装修工程结转长
期待摊费用所致

应交税费

17,915,925.70

31,527,418.29

-43.17%

主要系本年支付上年末所得税、增值税所致

股本

785,186,964.00

490,741,853.00

60.00%

主要系本年实施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未分配利润

605,637,459.18

454,342,846.99

33.30%

主要系 2018 年前三季度利润增加所致

项

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其他流动资产

原因说明

2、利润表中有较大变动情况的项目及原因说明

项

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变动

（元）

（元）

幅度

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42,496,596.56

27,005,672.99

57.36%

主要系互联网财税业务扩张、销售人员增加带来相
关费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103,677,375.45

68,702,717.90

50.91%

主要系伴随着互联网财税业务的发展，管理人员发
生的费用及房屋租赁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6,792,473.17

-7,978,195.85

185.14%

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增加，而上年同期收到政府贴
息 472 万元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8,204,918.58

3,997,348.74

105.26%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增加，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9,514,144.44

7,276,104.90

30.76%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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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58,313.39

10,099,629.39

174.84%

主要系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理财
产生的收益增加所致

25,344.61

112,876.56

-77.55%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3,301,789.40

1,421,526.53

132.27%

主要系本期互联网财税板块及热处理板块收到相
关政府补助所致

营业外支出

6,899,042.25

594,083.20

1,061.29%

主要系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五道口金融科技发
展基金捐赠 600 万元所致

所得税费用

22,100,785.72

16,874,688.31

30.97%

投资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主要系本期热处理板块利润总额增幅较大所致

3、现金流量表中有较大变动情况的项目及原因说明

项

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变动

（元）

（元）

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737,368.87

48,972,110.03

-254.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499,419.35

-628,364,232.21

148.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896,637.81

262,555,476.65

-176.14%

原因说明
主要系由于经营扩张，相应的经营性付款
增加所致
主要系部分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所致
主要系支付广东益东金财财产份额受让
款、归还股东借款以及支付股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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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部分持股 5%以上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38），基于
对公司持续稳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尤其是对于目前公司所确定的技术方向、业务方向的未来市场空间
的充分看好，为了提升市场信心，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和资本市场稳定，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朱文明先生、徐正军先生
及束昱辉先生拟自 2018 年 6 月 22 日起 12 个月内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通过二级市场集
中竞价或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合计在 12,000 万元至 15,000 万元之间，朱文明先生、徐
正军先生及束昱辉先生增持金额均为 4,000~5,000 万元。增持所需资金为增持主体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截至本报告期末，朱文明先生以自有资金 999.42 万元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了公司 1,098,300
股股份。后续，朱文明先生以及其他两位持股 5%以上股东将按照《关于部分持股 5%以上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择
机增持公司股份，履行增持承诺。
2、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及副董事长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58），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欣科技有限公司及公司副董事长徐正军先生于 2018 年 9 月 5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
的《调查通知书》（编号：苏证调查字 2018077 号、苏证调查字 2018078 号）。据了解，本次调查内容，主要系针对公司在
2016 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是否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及时披露了交易对方徐正军先生在重组前 5 年内涉及的诉讼
事项。针对本次调查事项，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在 2016 年 5 月 25 日下发《关于对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中
小板问询函[2016]第 26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进行问询，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 日对问询函的有关问题进行回复（公
告编号：2016-040）。根据公司及重大资产重组所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的核查，截至问询函回复之日，徐正军先
生在重大资产重组前 5 年内的相关涉诉事项既已通过和解撤诉与撤销案件的方式全部了结。
本次调查不影响公司目前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亦不影响徐正军先生的正常履职，公司目前总体经营情况一切正常。方
欣科技是否涉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将以中国证监会最终的意见为准。
3、2018 年 9 月 20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欣科技”）以交易对价 11,270 万元向关联方朱文明及徐正军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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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其二位拥有的广东益东金财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广东益东”）合计 98%的投资份额。2018 年 10 月 10 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二级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二级子公
司广州方欣现代信息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欣现代”）以交易对价 230 万元向关联方朱文明及徐正军购买其二位拥有
的广东益东合计 2%的投资份额。此次资产收购完成后，方欣科技与方欣现代将间接拥有绿地中央广场 C3 栋物业 100%的所
有权，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方欣科技与公司董事之间发生的关联租赁交易，充分保证了子公司资产的独立性。
此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造成不利影响，此次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重要事项概述
《关于部分持股 5%以上股东拟增持公司
股份的公告》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8 年 06 月 22 日

2018 年 06 月 28 日

进展公告》
2018 年 06 月 30 日
《关于全资子公司及副董事长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07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
ulletin_detail/true/1205081171?announceTime=2018-06-22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
ulletin_detail/true/1205099538?announceTime=2018-06-28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
ulletin_detail/true/1205109957?announceTime=2018-06-30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
ulletin_detail/true/1205423371?announceTime=2018-09-07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22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
ulletin_detail/true/1205461459?announceTime=2018-09-22

《关于公司二级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2018 年 10 月 11 日

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disclosure/szse_sme/b
ulletin_detail/true/1205492713?announceTime=2018-10-11
%20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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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31.63%

至

49.18%

30,000

至

34,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注]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2,791
1、伴随着互联网财税业务的进一步拓展，同时由于方欣科
技业务收入的季节性特点，预计互联网财税业务在第四季度将集
中确认收入，从而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2、基于热处理板块前期在市场开拓方面所做的努力，2018
年度热处理业务将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

注：公司按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追溯调整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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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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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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

45,600

17,6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3,938

13,938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7,000

7,000

0

66,538

38,538

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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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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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朱文明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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