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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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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郑玉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玉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袁丽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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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553,974.29 2,999,058,232.28 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92,668,977.06 1,372,188,627.29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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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79,421.08 62.53% 593,802,421.72 10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728,047.02 -84.98% 114,605,182.93 -1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698,047.02 -77.48% 117,948,620.68 10.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0,157,802.62 -80.36% 85,462,191.20 -67.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87.50% 0.35 -14.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87.50% 0.35 -14.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2% -3.48% 8.02% -2.8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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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0.00 政府补助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4,770,000.00 重组中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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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565.82 投资盖娅互娱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7  

合计 -3,343,437.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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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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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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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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冉盛盛瑞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04% 78,400,000  

质押 78,398,320 

冻结 56,000,000 

石亚君 境内自然人 12.96% 42,267,619  质押 37,148,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瑞燊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0% 32,597,968 32,597,968 质押 32,597,968 

谷红亮 境内自然人 2.87% 9,354,940  质押 9,354,940 

保格马特（上海）

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4,902,311    

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1.29% 4,194,009    

上海方圆达创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方圆

－东方 9 号私募

投资基金 

其他 0.99% 3,242,072    

上海方圆达创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方圆

－东方13号私募

投资基金 

其他 0.86% 2,800,548    

林飞扬 境内自然人 0.61%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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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方圆达创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方圆

－东方37号私募

投资基金 

其他 0.57% 1,84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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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冉盛盛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8,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400,000 

石亚君 42,267,619 人民币普通股 42,267,619 

谷红亮 9,354,940 人民币普通股 9,354,940 

保格马特（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4,902,311 人民币普通股 4,902,31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194,009 人民币普通股 4,194,009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方圆－东方 9 号私募投资

基金 

3,242,072 人民币普通股 3,242,072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方圆－东方 13 号私募投

资基金 

2,800,548 人民币普通股 2,800,548 

林飞扬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方圆－东方 37 号私募投

资基金 

1,849,680 人民币普通股 1,849,680 

黄仁俊 1,402,380 人民币普通股 1,402,3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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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 9 号私募投资基金通过证券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242,072股；股东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方圆－东方 13 号私募投资基金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2,800,548股；股东林飞扬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0股；

股东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 37 号私募投资基金通过证

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49,68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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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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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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7,519,470.70   119,163,669.92  -51.73% 
主要是本期业务经营支出、支付股权收购

款的现金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24,436,066.84   135,436,383.95  65.71% 
主要是子公司彩量科技业务增长带动应收

账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4,374,743.18   122,581,201.68  -80.12% 
主要是母公司预付款减少转其他应收款所

致 

其他应收款   271,830,461.76   62,764,189.16  333.10% 
主要是子公司 MMOGA 应收代理采购往

来款及母公司应收往来款增加所致 

存货   -     923,076.93  -100.00% 主要是子公司出售库存商品影响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809,786.63   52,409,337.72  -85.10% 主要是出售盖娅互娱股份影响所致 

固定资产   28,894,031.68   10,887,510.21  165.39% 
主要是子公司彩量科技增加固定资产增加

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424,967.08   -    
增加额 424,967.08

元 
主要是子公司长期待摊费用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25,869.82   427,547.76  210.11% 
主要是公司应收款项增加，对应计提坏账

准备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117,999,000.00   574,848,000.00  94.49% 主要是公司长期借款按账期转入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5,673,039.50   27,959,151.08  99.12% 
主要是公司增加应付银行承兑汇票及应付

结算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36,623,331.63   13,323,643.41  174.87% 
主要是子公司预收电子商务平台服务费及

互联网相关服务费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383,350.25   867,294.00  59.50% 主要是子公司应付职工薪酬跨月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4,752,647.41   287,297.10  1554.26% 主要是子公司本期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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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9,250,000.00   145,294,908.20  -86.75% 主要是按应付款账期转入其他应付款所致 

长期借款   1,334,000.00   488,303,000.00  -99.73% 
主要是公司长期借款按账期转入短期借款

所致 

长期应付款   19,250,000.00   38,500,000.00  -50.00% 
主要是按期限转入其他应付款项目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预计负债   1,277,292.25   -    
增加额 1,277,292.25

元 
主要是因未决诉讼的预计负债 

股本    326,121,493.00   232,943,924.00  40.00% 主要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影响所致 

未分配利润   383,839,582.61   269,192,324.91  42.59% 主要是本期净利润影响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39,283.20   8,963.52  -538.26% 主要是少数股东损益影响所致 

2、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93,802,421.72   287,574,966.95  106.49% 

主要是子公司 MMOGA 增加业务推广电

子商务及彩量科技业务开拓和完善互联网

服务业务，带动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228,716,929.48   74,465,842.38  207.14% 

主要是各子公司业务增长，互联网服务相

对电子商务毛利率低，营业成本整体增加

所致 

税金及附加   401,839.24   127,605.27  214.91%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长导致税金及附加增加

所致 

销售费用   45,810,159.85   20,175,506.45  127.06% 主要是 MMOGA 的推广费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65,183,978.79   37,319,679.94  74.66% 
主要是子公司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折旧、

办公费用增加影响所致 

研发费用   7,169,506.97   1,166,889.19  514.41% 
主要是新增子公司彩量科技的研发费用影

响所致 

财务费用   130,290,972.98   59,470,100.76  119.09% 
主要是增加融资金额，利息支出增加影响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6,988,389.22   -949,745.63  1888.73% 
主要是母公司及子公司应收款项增加，计

提减值准备金额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   23,518,565.82   -    
增加额

23,518,565.82元 

主要是来自于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影响所

致 

其他收益   28,000.00   -    增加额 28,000.00 元 主要是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影响所致 

营业外收入   -     38,566,617.93  -100.00% 主要是 2017 年有业绩补偿收入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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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3.57   1,772.40  -99.80% 主要是发生税费滞纳金影响所致 

所得税费用   8,188,196.47   471,507.57  1636.60% 主要是新增子公司彩量科技税费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6,171.96   -    减少额 6,171.96 元 
主要是少数股东所在子公司当期损益影响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38,409,598.54   15,596,368.95  146.27% 主要是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增加所致 

3、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8年1-9月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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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62,191.20   259,987,032.03  -67.13% 主要是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2,748,555.45   -622,070,360.80  75.45% 主要是本期投资支出较上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59,805.93   360,282,754.26  -99.65% 主要是本期借款较上期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65,800,151.40   1,907,444.83  -3549.65% 

主要是本期经营活动、筹资活动产生的净

现金流较上期减少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8 年 02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8-006），每隔五个交易日发布了一次进展公告 

2018 年 02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8-008），每隔五个交易日发布了一次进展公告 

2018 年 07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8-080） 

实际控制人变更暨权益变动事项  2018 年 02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8-010）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8 年 05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8-055） 

2018 年 07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8-071） 

签署《合作协议》 2018 年 06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8-063） 

诉讼事项 2018 年 07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8-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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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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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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34.97% 至 -16.76%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2,500 至 16,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9,222.4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8 年随着公司进一步发展，财务融资费用增长较大，成本费用整体增加。

本期预测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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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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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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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玉芝 

                                                 2018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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