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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观典防务 指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本期 指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3月 31日 

上期、上年同期 指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 

期末 指 2019年 3月 31日 

期初 指 2019年 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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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高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振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玲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

确、完整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是  √否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备查文件 

1．季度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原

稿。 

2．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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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Skycam Defense Technology Co.,Ltd. 

证券简称 观典防务 

证券代码 832317 

挂牌时间 2015年 4月 15日 

普通股股票转让方式 做市转让 

分层情况 创新层 

法定代表人 高明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李振冰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

任职资格 

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765510395B 

注册资本（元） 118,750,000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白桥大街 22号主楼 3层 301-306 

电话 010-67156688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东城区白桥大街 22号主楼 3层 301-306 100062 

主办券商 中泰证券 

会计师事务所 - 

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 - 

 

（二）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比例 

总资产 300,716,618.67 301,665,297.82 -0.3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1,072,851.25 287,881,941.60 1.1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21% 4.57% - 

资产负债率（合并） - -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4,736,130.11 20,352,952.43 21.5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90,909.65 3,025,101.72 5.4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190,909.65 3,025,501.72 5.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50,162.33 -18,559,2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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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10% 1.1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1.10% 1.13%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不适用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三） 报告期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

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53,410,750 44.98% 0 53,410,750 44.9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16,406,250 13.82% 0 16,406,250 13.82% 

      董事、监事、高管 18,100,750 15.24% 0 18,100,750 15.24% 

      核心员工 - - 0 - -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65,339,250 55.02% 0 65,339,250 55.0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49,218,750 41.45% 0 49,218,750 41.45% 

      董事、监事、高管 65,339,250 55.02% 0 65,339,250 55.02% 

      核心员工 - - 0 - - 

     总股本 118,750,000 - 0 118,75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高明 65,625,000 0 65,625,000 55.26% 49,218,750 16,406,250 

2 李振冰 17,815,000 0 17,815,000 15.00% 16,120,500 1,69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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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4,244,500 5,000 4,249,500 3.58% 0 4,249,500 

4 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582,500 -28,000 3,554,500 2.99% 0 3,554,500 

5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936,500 -41,000 2,895,500 2.44% 0 2,895,500 

6 海宁瑞东启

财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1,483,000 0 1,483,000 1.25% 0 1,483,000 

7 华融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462,500 -117,000 1,345,500 1.13% 0 1,345,500 

8 华龙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243,000 20,000 1,263,000 1.06% 0 1,263,000 

9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1,128,832 35,000 1,163,832 0.98% 0 1,163,832 

10 上海大河创

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赞比

西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1,110,000 0 1,110,000 0.93% 0 1,110,000 

合计 100,630,832 -126,000 100,504,832 84.62% 65,339,250 35,165,582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高明先生和李振冰先生系同胞兄弟,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四） 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适用√不适用  

 

（五） 截至报告期末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适用√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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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一） 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不适用  

事项 
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 

是否经过内

部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诉讼、仲裁事项 否      

对外担保事项 否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资

金 

否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收购、出售资产、对

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合并

事项 

否      

股权激励事项 否      

股份回购事项 否      

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

押的情况 

否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失信情况 否      

 

重要事项详情及自愿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不适用  

1、申请挂牌时，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签署了《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函》。报告期，未出现个人、企业从事或参与同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行为。 

2、申请挂牌时，公司股东均签署了《关于资金占用事项的承诺书》，报告期内，上述承诺得到了有

效的执行。 

3、2015 年 10 月 16 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明先生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和对公司发展前景

的信心，自愿做出不减持股份承诺。自 2015年 10月 16日至 2020年 10月 16日不减持其名下观典防务

股份。报告期内，高明先生遵守上述承诺，未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二） 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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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中发〔2014〕6 号)、《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重要政策措施分工方案》(中办发〔2014〕49 号)和《禁毒工作责任制》

（国家禁毒委发[2015]2 号）要求，公司积极响应中央关于“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决定，将治理贫困地

区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问题与扶贫工作有机结合，向毒品问题突出的贫困地区提供义务航测服务，协助

地方政府将有限资源从禁毒转向治贫脱贫、改善民生方面，为落后地区摆脱对毒品经济的依赖做出贡献。 

 

（三） 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1. 报告期内的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适用√不适用  

 

2. 报告期内的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不适用  

 

（四） 董事会秘书变动情况及任职资格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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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告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1.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3,557,642.48 44,941,004.81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9,492,411.05 59,613,158.87 

其中：应收票据  0.00 0.00 

应收账款  79,492,411.05 59,613,158.87 

预付款项  31,168,227.58 26,116,917.6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8,625,099.09 1,801,760.72 

其中：应收利息  0.00 0.00 

应收股利  0.00 0.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2,228,065.57 24,886,054.05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67,499.97 356,176.19 

流动资产合计  155,138,945.74 157,715,072.24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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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8,000,000.00 18,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01,322,089.10 99,247,219.20 

在建工程  16,157,500.04 15,815,267.03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4,407,311.01 5,010,663.7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979,038.87 5,165,341.72 

递延所得税资产  711,733.91 711,733.91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5,577,672.93 143,950,225.58 

资产总计  300,716,618.67 301,665,297.8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794,892.00 2,528,460.46 

其中：应付票据  0.00 0.00 

应付账款  1,794,892.00 2,528,460.46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790,650.75 1,663,475.18 

应交税费  7,056,314.67 9,589,686.58 

其他应付款  1,910.00 1,734.00 

其中：应付利息  0.00 0.00 

应付股利  0.00 0.00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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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9,643,767.42 13,783,356.2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负债合计  9,643,767.42 13,783,356.2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18,750,000.00 118,75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64,275,422.56 64,275,422.5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0,750,412.35 10,750,412.3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97,297,016.34 94,106,106.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91,072,851.25 287,881,941.6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1,072,851.25 287,881,941.6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00,716,618.67 301,665,297.82 

法定代表人：高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振冰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玲 

 

 

 

2.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24,736,130.11 20,352,952.43 

其中：营业收入  24,736,130.11 20,352,952.43 

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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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0,980,478.11 16,827,664.79 

其中：营业成本  17,039,269.64 11,725,203.91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400.00  

销售费用  191,761.98 752,341.38 

管理费用  2,344,796.54 2,614,002.43 

研发费用  1,414,633.68 1,738,237.82 

财务费用  -10,383.73 -2,120.75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16,704.12 -6,654.28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4,055.56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640.65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754,011.35 3,559,343.20 

加：营业外收入    - 

减：营业外支出    40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754,011.35 3,558,943.20 

减：所得税费用  563,101.70 533,841.4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190,909.65 3,025,101.72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 -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190,909.65 3,025,101.72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 

1.少数股东损益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90,909.65 3,025,101.72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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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额 

   

5.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损益 

   

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190,909.65 3,025,101.7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法定代表人：高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振冰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玲 

 

 

3.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608,235.00 4,369,442.0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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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7,000.00 1,045,656.0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685,235.00 5,415,098.0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3,960,300.15 15,713,960.82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335,234.47 3,567,120.25 

支付的各项税费  573,757.85 558,323.7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966,104.86 4,134,903.6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835,397.33 23,974,308.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50,162.33 -18,559,210.4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4,055.5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10,034,055.5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233,20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3,2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3,200.00 10,034,055.5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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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1,383,362.33 -8,525,154.8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4,941,004.81 18,465,561.2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557,642.48 9,940,406.32 

法定代表人：高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振冰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玲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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