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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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超毅世纪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Lhasa EDZ Supable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挂牌时间 2009-04-16
证券简称 超毅网络

证券代码 430054

转让方式 做市转让

法定代表人 李振东

董事会秘书 刘名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36492730B
注册资本 79,240,169
注册地址 拉萨市金珠路 158号阳光新城 A区 1栋 1单元 3层 1号
联系电话 010-84855184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8 号优盛大厦 D 座 90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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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564,245.34 228,096,837.17 -8.1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7,417,554.50 157,521,741.25 -0.0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8.86% 17.87% 5.56%
资产负债率%（合并） 24.88% 30.94% -19.5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997,855.50 13,505,490.79 -3.7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504.66 -1,286,688.58 101.6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504.66 -1,286,688.58 101.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33,597.75 5,088,394.67 185.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 -0.02 82.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 -0.02 82.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1% -2.34% 100.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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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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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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53,881 78.82% 0 62,453,881 78.8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431,073 6.85% 0 5,431,073 6.85%

董事、监事、高管 6,410,510 8.09% -21,000 6,389,510 8.06%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6,786,288 21.18% 0 16,786,288 21.1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6,293,219 20.56% 0 16,293,219 20.56%

董事、监事、高管 16,786,288 21.18% 0 16,786,288 21.18%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79,240,169 — 79,240,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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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市兴泰德投

资有限公司
28,321,118 0 28,321,118 35.74% 0 28,321,118

2 王新华 21,724,292 0 21,724,292 27.42% 16,293,219 5,431,073

3 迁西县国鑫福商

贸有限公司
13,983,051 0 13,983,051 17.65% 0 13,983,051

4 郑海涛 3,362,153 0 3,362,153 4.24% 0 3,362,153

5 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
3,252,174 4,000 3,256,174 4.10% 0 3,256,174

6 何扬 1,250,000 0 1,250,000 1.58% 0 1,250,000

7 衣景龙 1,263,200 -21,000 1,242,200 1.57% 336,089 906,111

8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882,000 5,000 887,000 1.12% 0 887,000

9 万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451,000 10,000 461,000 0.58% 0 461,000

10 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423,000 2,000 425,000 0.54% 0 425,000

合计 74,911,988 0 74,911,988 94.53% 16,629,308 58,282,68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王新华与唐山市兴泰德投资有限公司大

股东张英哲（持 90%的股份）张英哲是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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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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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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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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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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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是 是 是

(一).1.(2)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失信情况 否

1、 重要事项详情

（1）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是否履行必要决

策程序
临时公告披露时间 临时公告编号

王新华 短期资金拆借 9,784,656.27 是 2016 年 01 月 04 日 2016-001

总计 - 9,784,656.27 - - -

（2）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资产情况

资产 权利受限类型 账面价值 占总资产的比例 发生原因

资产 1

迁西金昊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的采

矿权

1,336,686.02 0.64%

迁西金昊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采矿权抵押，向河北农村

信用社做的流动资金借款

1000 万元，借款日期为 2017

年 12月 14日，到期日为2018

年 12 月 13 日。

总计 - 1,336,686.02 0.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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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诚信经营、依法纳税、安全生产，尽全力做到对社会、全体股东、员工、客户和供应

商负责，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公司发展的重要位置。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公司通过完善的人才培养计划、健全的人力资源系统和薪酬晋升管理体制，帮助员工达成自己

的职业发展规划。全员办理社保，每年进行员工体检，始终把员工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公司秉持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不断研发新产品和新技术，致力于在行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公司在努力发展业务

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支持地区经济发展，将社会责任意识融入到发展实践中，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支持地区经济发展。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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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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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4,716.32 3,651,2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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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23,931,237.16 37,421,843.21

预付款项 28,072,275.54 32,038,4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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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38,389.07 11,144,631.57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6,958,763.09 18,257,612.91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85,925,381.18 102,513,7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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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80,723.17 55,341,533.47

在建工程 6,116,288.15 5,866,1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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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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14,468.00 64,344,683.6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7,384.84 30,729.15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3,638,864.16 125,583,075.09

资产总计 209,564,245.34 228,096,837.1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0,000,000.00 1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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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5,735.80 11,488,549.27

预收款项 7,511,536.43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4,020,639.80 4,872,293.14

应交税费 10,582,291.04 11,397,167.71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3,428,024.20 25,305,5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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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52,146,690.84 70,575,095.9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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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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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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46,690.84 70,575,095.9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79,240,169.00 79,240,169.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733,808.84 859,500.25

盈余公积 2,576,714.35 2,576,714.3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74,866,862.31 74,845,357.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57,417,554.50 157,521,741.25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7,417,554.50 157,521,741.2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09,564,245.34 228,096,837.17

法定代表人：李振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振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名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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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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603.03 2,664,28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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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77,753.42 19,548,944.44

预付款项 11,825,023.00 5,814,588.0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9,359,844.87 49,706,562.09

存货 13,941,942.62 14,290,482.01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94,114,166.94 92,024,8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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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5,000.00 20,505,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468,862.97 2,650,67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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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2,515.63 7,091,194.8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162.51 24,803.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9,896,541.11 30,271,677.38

资产总计 124,010,708.05 122,296,540.3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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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000.00 5,007,000.00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596,488.54 818,488.54

应交税费 2,287,260.04 2,934,054.13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726,584.72 13,091,1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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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92,333.30 21,850,6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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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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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92,333.30 21,850,660.98

所有者权益：

股本 79,240,169.00 79,240,169.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8,389,831.00 8,389,831.0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574,802.57 2,574,802.57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0,413,572.18 10,241,076.8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0,618,374.75 100,445,879.3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24,010,708.05 122,296,5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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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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97,855.50 13,505,490.79

其中：营业收入 12,997,855.50 13,505,490.79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2,884,909.05 14,771,683.24

其中：营业成本 7,625,328.47 9,600,3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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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438.25 128,346.34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4,876,445.52 4,448,746.41

财务费用 222,074.41 263,812.80

资产减值损失 -46,377.60 330,3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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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12,946.45 -1,266,1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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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46.45 -1,266,192.45

减：所得税费用 91,441.79 20,496.1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1,504.66 -1,286,68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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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4.66 -1,286,68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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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4.66 -1,286,68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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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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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4.66 -1,286,688.5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1,504.66 -1,286,68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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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2

法定代表人：李振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振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名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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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9,612.96 9,774,157.82

减：营业成本 1,059,781.59 6,059,978.99

税金及附加 27,687.90 33,437.26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961,149.85 2,868,292.99

财务费用 -99.92 1,660.67

资产减值损失 -51,563.08 343,5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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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02,656.62 467,2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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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656.62 467,271.53

减：所得税费用 130,161.25 154,709.70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72,495.37 312,561.83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172,495.37 312,5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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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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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495.37 312,5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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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89,850.95 219,778,5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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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5,392.84 27,639,530.7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5,695,243.79 247,418,047.0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8,434,491.03 95,843,86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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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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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218,765.29 20,941,971.93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13,867.62 11,223,660.4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294,522.10 99,032,044.2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1,161,646.04 227,041,541.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33,597.75 20,376,5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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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2,612.62 17,558,5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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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2,612.62 17,558,545.7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42,612.62 -17,558,5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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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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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1,5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0 11,11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17,500.01 924,2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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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7,500.01 12,034,267.0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17,500.01 -1,012,7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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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3,485.12 1,805,192.8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651,231.20 1,846,038.3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224,716.32 3,651,231.20

法定代表人：李振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振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名娜

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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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0,421.32 86,911,4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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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54,448.28 33,380,610.4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064,869.60 120,292,038.4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522,000.00 46,041,253.5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19,500.00 1,605,000.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809,988.21 1,687,589.7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568,064.80 53,201,591.7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519,553.01 102,535,435.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4,683.41 17,756,6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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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0,377.32

投资支付的现金 9,5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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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5,377.3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65,37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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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17.92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0,517.9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5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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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4,683.41 2,480,708.1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64,286.44 183,578.2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9,603.03 2,664,286.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