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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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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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事项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

完整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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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深圳中科君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Shenzhen ZhongkeJunho Technology Co.,Ltd. 

挂牌时间 2015年 7月 14日 

证券简称 中科君浩 

证券代码 832756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 

法定代表人 高艳明 

董事会秘书 丰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7768198XT 

注册资本 25,200,000.00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路 1号桑达科技大厦 8层东侧房屋 

联系电话 0755-86316515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路 1号桑达科技大厦 8层东侧房屋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7,950,835.56 53,973,903.01 -11.1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653,814.57 30,142,736.82 -1.6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9.27 34.96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8.16 44.1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0,240,402.93 12,262,741.48 -16.4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8,922.25 -414,914.59 17.8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3,422.24 -433,664.58 62.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8,477.75 188,476.89 -1123.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16.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16.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 -1.41%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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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金额 

政府补助 285,999.99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285,999.99 

所得税影响数 -71,50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14,499.99 

 

 

（三）截至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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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8,332 33.84 0 8,528,332 33.8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948,832 23.61 0 5,948,832 23.61 

      董事、监事、高管 1,319,500 5.24 0 1,319,500 5.24 

      核心员工 140,000 0.56 0 140,000 0.56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6,671,668 66.16 0 16,671,668 66.1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8,513,168 33.78 0 8,513,168 33.78 

      董事、监事、高管 3,958,500 15.71 0 3,958,500 15.71 

      核心员工 840,000 3.33 0 840,000 3.33 

     总股本 25,200,000 100.00 0 25,200,000 100.00 

     普通股股东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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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松 8,862,000 - 8,862,000 35.17 6,646,500 2,215,500 

2 深圳君浩

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5,600,000 

- 

5,600,000 22.22 1,866,668 3,733,332 

3 王向阳 4,060,000 - 4,060,000 16.11 3,360,000 700,000 

4 贾朋 2,688,000 - 2,688,000 10.67 2,016,000 672,000 

5 丰波 1,820,000 - 1,820,000 7.22 1,365,000 455,000 

6 刘晓静 840,000 - 840,000 3.33 840,000 - 

7 高艳明 700,000 - 700,000 2.78 525,000 175,000 

8 胡世明 420,000 - 420,000 1.67 - 420,000 

9 梁新世 70,000 - 70,000 0.28 52,500 17,500 

10 周立花 70,000 - 70,000 0.28 - 70,000 

合计 25,130,000 - 25,130,000 99.73 16,671,668 8,45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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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控股股东黄松为公司法人股东深圳君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股东贾朋为公司

法人股东深圳君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 

 

（四）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 不适用 

                                           

（五）截至报告期末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 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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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事项 
是否存在重要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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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否 - - - 

对外担保事项 否 - - -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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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承诺事项 是 是 是 三、（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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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九）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1）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已履行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签署《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承诺

本人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股份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

拥有与股份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

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营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

技术人员。 

（2）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已履行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于 2015 年 3月 10日签署《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书》，

承诺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其与股份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

联交易，确保关联交易的价格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的标准，并严格遵守《公

司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规定的关联交易的审批权限和程序，以维护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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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管理层诚信状况的承诺已履行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签署《关于诚信状况的声明》，声明

最近两年内其本人没有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等受到刑事、民事、行政

处罚或纪律处分；其本人并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处于调查之中尚无定论的情形；最近两年内

其本人没有对所任职（包括现任职和曾任职）的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被处罚负有责任的情形；

其本人不存在个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情形；其本人没有欺诈或其他不诚实行为等情

况；其本人具备和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和义务，不存在最近 24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目前承诺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近几年的发展良好，诚信经营、照章纳税、倡导环保，认真做好每一项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尽

全力做到对社会负责、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每一位员工负责。公司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公司发展的重要位

置，将社会责任意识融入到发展实践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与社会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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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审计意见 - 

审计报告中的特别段落 - 

审计报告编号 - 

审计机构名称 - 

审计机构地址 - 

审计报告日期 - 

注册会计师姓名 -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 - 

审计报告正文：无 

 

 （二） 财务报表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378,988.37 10,277,561.45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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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644.98 1,927,553.10 

应收账款 8,739,261.03 11,635,122.30 

预付款项 7,506,302.30 6,008,858.15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682,471.38 539,531.2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6,823,679.39 18,392,885.93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756,524.07 2,011,0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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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合计 44,907,871.52 50,792,544.28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040,964.39 2,116,335.99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810,583.40 856,583.39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1,416.25 208,439.35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042,964.04 3,181,358.73 

资产总计 47,950,835.56 53,973,903.0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600,000.00 6,47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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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账款 3,125,778.38 4,277,905.29 

预收款项 2,545,931.45 5,841,365.03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46,050.26 263,232.40 

应交税费 439,881.67 486,903.51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009,673.14 5,137,053.88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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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6,967,314.90 22,476,4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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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329,706.09 1,354,706.08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329,706.09 1,354,706.08 

负债合计 18,297,020.99 23,831,166.1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25,200,000.00 25,2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58,272.63 358,272.6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095,541.94 4,584,464.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653,814.57 30,142,736.8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7,950,835.56 53,973,903.01 

 法定代表人：___高艳明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丰波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陈书燕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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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827,097.86 8,922,4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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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7,240,243.32 6,199,749.70 

预付款项 4,383,843.38 5,838,558.15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6,764,341.83 6,018,681.7 

存货 14,528,641.65 16,757,303.99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655,248.77 1,973,793.93 

流动资产合计 41,399,416.81 45,710,548.08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685,618.15 1,734,570.73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010.92 18,024.97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06,629.07 1,752,595.70 

资产总计 43,106,045.88 47,463,143.7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600,000.00 6,47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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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577,768.90 2,299,277.33 

预收款项 2,529,047.05 5,827,365.03 

应付职工薪酬 198,965.08 181,228.56 

应交税费 374,549.04 349,434.85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902.78 111,618.52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1,288,232.85 15,238,9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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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329,706.09 1,354,706.08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329,706.09 1,354,706.08 

负债合计 12,617,938.94 16,593,630.3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5,200,000.00 25,2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58,272.63 358,272.6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929,834.31 5,311,240.78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488,106.94 30,869,513.4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43,106,045.88 47,463,1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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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0,240,402.93 12,262,741.48 

其中：营业收入 10,240,402.93 12,262,741.4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0,998,302.07 12,678,414.13 

其中：营业成本 9,317,930.89 10,937,6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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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2.38 19,928.07 

销售费用 376,222.62 397,748.86 

管理费用 1,271,771.93 1,421,473.18 

财务费用 92,416.64 -1,383.86 

资产减值损失 -68,092.39 -96,967.71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285,999.99 24,999.99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71,899.15 -390,672.66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71,899.15 -390,672.66 

减：所得税费用 17,023.10 24,241.9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88,922.25 -414,9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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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终止经营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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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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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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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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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922.25 -414,914.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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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0.0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2 -0.02 

 法定代表人：___高艳明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丰波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陈书燕____ 

 

4.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7,742,244.62 

 

8,919,154.80 

减：营业成本 7,022,326.01 7,865,277.97 

税金及附加 3,786.00 14,908.70 

销售费用 301,677.76 278,918.03 

管理费用 980,933.89 1,069,057.01 

财务费用 91,969.56 -1,399.90 

资产减值损失 11,943.81 -20,616.95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285,999.99 24,999.99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84,392.42 -261,990.07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84,392.42 -261,990.07 

减：所得税费用 -2,985.95 5,1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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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81,406.47 -267,144.31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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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381,406.47 -267,144.31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5.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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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7,367.54 20,293,38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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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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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555.62 3,797,746.1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395,923.16 24,091,131.1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638,245.52 17,442,2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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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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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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921.97 491,289.67 

支付的各项税费 233,435.58 916,994.7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84,797.84 5,052,158.1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324,400.91 23,902,654.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8,477.75 188,476.8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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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697.00 27,9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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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7.00 27,994.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97.00 -27,9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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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94,3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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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398.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4,3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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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8,573.08 160,482.8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277,561.45 5,607,651.2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378,988.37 5,768,134.10 

法定代表人：__高艳明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丰波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陈书燕_____ 

 

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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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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0,846.76 15,238,307.29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42,175.79 2,561,333.7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513,022.55 17,799,641.0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948,744.88 14,724,606.0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77,892.01 262,785.4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66,900.31 729,122.6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844,752.77 3,411,307.7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638,289.97          19,127,821.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5,267.42          -1,328,180.8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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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697.00 27,994.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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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7.00 27,994.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97.00 -27,994.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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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94,398.33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64,398.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4,3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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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5,362.75 -1,356,174.8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922,460.61 4,893,302.7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827,097.86 3,537,127.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