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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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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崇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琳琳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780,320,835.29 764,592,533.89 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1,394,876.90 149,279,437.00 14.81 

期末总股本 62,458,000.00 62,458,000.00 0.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10,762.62 122,786,833.19 -76.8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50,655,338.33 135,008,161.76 1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115,439.90 18,208,022.30 2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268,302.38 15,616,334.40 36.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7931 12.9225 增加 0.8706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41 0.2915 21.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41 0.2915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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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

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73.51 -373.5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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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府补助除外 

68,409.06 398,861.7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

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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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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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8,565.36 591,891.3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7,409.31 -143,242.12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419,191.60 847,1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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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2,88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西安经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868,062 20.60 0 无 0 国有法人 

周宇光 1,630,300 2.6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黄凯凯 1,479,074 2.3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于亦春 1,330,000 2.1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顾春泉 1,083,522 1.7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顾萍 1,060,600 1.7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黄永飞 581,026 0.9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董廷春 518,100 0.8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秦伟 467,239 0.7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晶 406,100 0.6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西安经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868,062 人民币普通股 12,868,062 

周宇光 1,63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0,300 

黄凯凯 1,479,074 人民币普通股 1,479,074 

于亦春 1,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0,000 

顾春泉 1,083,522 人民币普通股 1,083,522 

顾萍 1,06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0,600 

黄永飞 581,026 人民币普通股 581,026 

董廷春 518,100 人民币普通股 518,100 

秦伟 467,239 人民币普通股 467,239 

李晶 406,100 人民币普通股 406,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本报告期末，本公司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即公司前十名

股东与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相同。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西安经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其他前十名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黄凯凯、顾春泉、顾萍、黄永飞、秦伟五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本公司不知晓除黄凯凯、顾春泉、顾萍、黄永飞、秦伟五名股东之

外的公司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以及黄凯凯、顾春泉、顾萍、黄永飞、

秦伟五名股东与公司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本公司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也无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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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 

幅度（%） 
主要原因 

应收账款  10,749,828.96    6,517,401.84      4,232,427.12  64.94 
系子公司城市学院 2020/2021 学

年应收的学生助学贷款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407,736.00      230,307.20        177,428.80  77.04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本期项目采购

支出增加所致 

合同资产     715,170.00                       715,170.00  100.00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依据新收入准

则将应收账款重分类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44,981.31    6,746,490.69     -6,301,509.38  -93.40 
系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摊销

2019/2020 年度奖助学金所致 

预收款项                  140,399,951.67   -140,399,951.67  -100.00 
系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将预收

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致 

合同负债 149,106,361.11                     149,106,361.11  100.00 
系本集团依据新收入准则将预收

账款重分类所致 

应交税费      91,592.08      285,152.70       -193,560.62  -67.88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缴纳上年度增

值税所致 

未分配利润 -44,071,184.21  -66,186,624.11     22,115,439.90  不适用 系本期盈利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税金及附加      90,820.68       62,401.42         28,419.26  45.54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本期应缴流转

税税额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546,452.86    2,593,986.89     -2,047,534.03  -78.93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本期业务人员

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1,063,317.54     -1,063,317.54  -100.00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本期研发费用

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398,861.79      574,542.03       -175,680.24  -30.58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本期收到的政

府补助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6,116.83     -237,442.41        211,325.58  不适用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本期信用减值

损失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58,004.50       -258,004.50  -100.00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本期未发生资

产减值损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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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收益        -373.51      -43,555.42         43,181.91  不适用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本期资产处置

较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629,841.62   2,121,912.91     -1,492,071.29  -70.32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上期清理无法

支付的应付款项较多所致 

所得税费用                     131,019.00       -131,019.00  -100.00 
系上年已注销的子公司博通科技上

期递延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额 增减幅

度（%） 

主要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92,265.85      68,926.20      123,339.65  178.94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本期收到增值税

即征即退税费返还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6,430,149.27  10,023,630.35   -3,593,481.08  -35.85 

系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收到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5,082,487.62   3,472,643.94    1,609,843.68  46.36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本期项目采购支

出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853,364.72     611,045.60      242,319.12  39.66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本期支付的流转

税较多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75,533,042.81  22,795,062.62   52,737,980.19  231.36 

系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支付交大教

育资源管理费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8,420.00     348,302.87     -339,882.87  -97.58 
系计算机信息业务上期处置资产较

多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6,076,692.79   4,064,673.91    2,012,018.88  49.50 
系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购建固定资

产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15,000,000.00  -15,000,000.00  -100.00 

系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无银行借款

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05,892.71     -205,892.71  -100.00 

系子公司城市学院本期无银行借

款，相应无利息支出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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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1月 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该决定自 2017年 9月 1日起施行。本次修改的

核心是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

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取得办

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依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制定。国务院及其教育行政等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依照本决定实施民办学校分

类管理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有关历史和现实情况，保障民办学校受教育者、教职工和举办者的

合法权益，确保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平稳有序推进。该项法律的修改，将对城市学院的经营模

式产生重要影响。 

2018年 1月 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选择

登记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之后，2018年 2月陕西省政府发布《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

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落实分类管理制度。对民办学校（含其他民办教育机构）

实行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管理，举办者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或营利性民办学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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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民办学校取得办学许可证后依法依规办理登记。非营利

性民办学校，符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规定的，在民政部门登记为民办非企

业单位，符合《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规定的，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事业单位

法人登记。营利性民办学校，依据管辖权限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现有民办学校按《民

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规定重新登记，过渡期限为 2017年 9月 1日至 2022 年 9月 1日前。 

考虑到陕西省 2018年 2月发布的《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

意见》中对于现有民办学校重新登记的过渡期限为 2017年 9月 1日至 2022年 9月 1日前，以及

本公司关于城市学院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尚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将持续

关注民办教育关于分类管理及其他相关政策，继续慎重考虑城市学院选择登记类别为非营利性民

办学校之后对于本公司的综合影响，待相关内容明确后再做出后续行为。 

2020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

案>的通知》,指出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实施生效，民办教育发展

面临新形势、新要求，为引导民办高等教育健康规范发展，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制定独立学院转设工作实施方案。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

有利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有利于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的目标，按

照“能转尽转、能转快转，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分类指导、因校施策”的工作思路，既遵循高

校设置标准程序，又体现政策支持导向，坚持好中快进推动独立学院转设。把独立学院转设作为

高校设置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完成转设。到2020年末，各独立学院全部制定转设

工作方案，同时推动一批独立学院实现转设。原则上，中央部门所属高校、部省合建高校举办的

独立学院要率先完成转设，其他独立学院要尽早完成转设。 

针对教育部的上述通知情况，公司将与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共同认真学习独立学院转设

工作的相关政策，根据具体情况，本着城市学院发展、各方有利的原则，共同研究城市学院的转

设工作。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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