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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 指 爱知世元（北京）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 指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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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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宗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文九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

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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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知世元（北京）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AZSY（Beijing）Network Inc. 

挂牌时间 2015-12-18  

证券简称 爱知网络 

证券代码 834817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 

法定代表人 张宗昇 

董事会秘书 文九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7336966X1 

注册资本 30,000,000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丰慧中路 7号新材料创业大厦 10层 10层南侧办公 

1075 号 

联系电话 010-65104816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东亿国际传媒产业园 C2 楼 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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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88,292.32 43,878,789.59 10.2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472,101.07 30,556,727.61 -3.5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1.98 15.5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9.09 30.36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21,381,926.88 12,667,896.03 68.7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4,626.54 -2,294,795.09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84,626.54 -2,294,795.09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508.97 -5,836,423.7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1% -8.30%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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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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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2,000 23.31% - 6,992,000 23.3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361,300 11.20% - 3,361,300 11.20% 

      董事、监事、高管 6,203,000 20.68% - 6,203,000 20.68% 

      核心员工 693,000 2.31% - 693,000 2.31%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3,008,000 76.69% - 23,008,000 76.6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0,903,200 36.34% - 10,903,200 36.34% 

      董事、监事、高管 20,060,000 66.87% - 20,060,000 66.87% 

      核心员工 2,524,000 8.41% - 2,524,000 8.41% 

     总股本 30,000,000 - - 3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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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宗昇 14,264,500 - 14,264,500 47.55% 10,903,200 3,361,300 

2 刘祁 6,501,500 - 6,501,500 21.67% 4,956,000 1,545,500 

3 徐春 3,162,000 - 3,162,000 10.54% 2,480,000 682,000 

4 文九地 2,601,000 - 2,601,000 8.67% 1,982,400 618,600 

5 胡飏 2,601,000 - 2,601,000 8.67% 1,982,400 618,600 

6 于振兰 220,000 - 220,000 0.73% 176,000 44,000 

7 时濛濛 195,000 - 195,000 0.65% 156,000 39,000 

8 戴星 105,000 - 105,000 0.35% 84,000 21,000 

9 尹准峰 80,000 - 80,000 0.27% 64,000 16,000 

10 肖英 75,000 - 75,000 0.25% 60,000 15,000 

合计 29,805,000 - 29,805,000 99.35% 22,844,000 6,961,00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截至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间相互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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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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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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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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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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报告期内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1、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有效防止同业竞争，挂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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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发

生违反承诺的行为。 

2、关于不占用公司资金占的承诺 

公司全体发起股东均签署了《关于资金占用事项的承诺书》，承诺：（1）不会发生公司为本人

或本人控制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2）不会发生本人或本人控制的

企业转移公司资产的情形；（3）本人承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要求及规定，确保将来不致发生上述情形。 

报告期内，上述承诺得到了有效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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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承诺 

在公司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时，未分配利润全部进入了资本公积，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如日后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相关股东将会缴纳由此产生的个人所得税，

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尽快缴纳该等个人所得税，如不能及时缴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以个人

财产先予代缴。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未触发该承诺的履行条件。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严格遵守《劳动法》及时与员工平等协商签订劳动合同，依法缴纳养老、医疗、失业、工

伤、生育各项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不断调整薪酬结构，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 

报告期内公司合规经营，依法纳税。公司响应国家精准扶贫的号召，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公司

在贫困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进行投入并设立办公场所，为这些地区提供就业机会，为地区经济提供

发展助力。公司在四川甘孜、阿坝等贫困地区发展智慧景区业务，充分合理的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

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  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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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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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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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3,717.95  8,740,2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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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7,701.05  9,782,472.51  

预付款项 15,007,607.37  6,377,7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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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9,145.79  9,775,608.8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7,085,802.12  7,085,802.12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3.45  5,101.38  

流动资产合计 46,463,987.73  41,766,9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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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625.58  1,372,98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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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654.03  297,827.6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45,751.25  229,2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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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资产 241,273.73  211,771.88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24,304.59  2,111,790.87  

资产总计  48,388,292.32   43,878,789.5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000,000.00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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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605.00  1,829,014.14  

预收款项 11,499,197.18  5,783,324.8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0,418.72   

应交税费 1,421,196.06  1,584,829.57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985,001.45  253,6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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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7,580.97  12,450,85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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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610.28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871,211.21  

非流动负债合计 798,610.28  871,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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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18,916,191.25  13,322,061.9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30,000,000.00  3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368,419.32  1,368,419.3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509,009.06  1,509,009.0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405,327.31  -2,320,700.7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9,472,101.07   30,556,727.61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472,101.07   30,556,727.6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8,388,292.32   43,878,789.59  

法定代表人： 张宗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文九地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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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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5,795.82  4,498,9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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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8,454.46  9,752,500.49  

预付款项 3,368,719.90  2,394,461.97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3,023,386.94  11,876,166.22  

存货 4,974,896.58  4,974,89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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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21,253.70  33,496,9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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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0,000.00  19,3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901,821.98  991,9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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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654.03  297,827.6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78,661.46  157,322.99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1,771.88  211,771.88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480,909.35  20,958,858.81  

资产总计 52,102,163.05  54,455,838.7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000,000.00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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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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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1,232,605.00  3,233,567.61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1,208,243.74  1,360,827.77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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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0,848.74  7,594,3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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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610.28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871,211.21  

非流动负债合计 798,610.28 871,211.21  

负债合计 6,239,459.02 8,465,606.59  

所有者权益：   

股本 30,000,000.00  3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404,018.79  1,404,018.79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509,009.06  1,509,009.0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2,949,676.18  13,077,204.32  

所有者权益合计 45,862,704.03  45,990,232.1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52,102,163.05  54,455,8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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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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81,926.88  12,667,896.03  

其中：营业收入 21,381,926.88  12,667,896.03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2,567,598.93 15,035,292.05 

其中：营业成本 18,279,496.53  11,157,3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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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00.15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4,019,739.43  3,914,038.52  

财务费用 47,583.82  -14,402.50  

资产减值损失 196,679.00  -21,7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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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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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00.93  72,600.93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129,372.87  -2,367,39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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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372.87  -2,294,795.09  

减：所得税费用 -44,746.3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084,626.54  -2,294,79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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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626.54 -2,294,79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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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626.54 -2,294,79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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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626.54   -2,294,795.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084,626.54   -2,294,79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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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 -0.0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4 -0.08 

法定代表人： 张宗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文九地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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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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2,687.60  3,638,301.88   

减：营业成本 398,563.09  1,423,847.40  

税金及附加 18,590.28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558,975.72  1,851,712.33  

财务费用 40,385.83  -11,295.83  

资产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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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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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00.93 72,600.93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27,528.14  374,0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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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28.14  446,638.91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27,528.14  446,638.91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127,528.14  446,6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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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28.14  446,638.91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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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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28,050.79   13,198,9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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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25,209.12   93,025.6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0,453,259.91   13,291,925.7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8,250,242.97   12,860,9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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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1,761.19   3,510,942.71  

支付的各项税费  373,500.27   1,442,420.3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554,264.45   1,314,039.5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0,799,768.88   19,128,349.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508.97   -5,836,4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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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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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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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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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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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508.97   -5,836,423.7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740,226.92   26,590,812.7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393,717.95   20,754,389.07  

法定代表人： 张宗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文九地    会计机构负责人：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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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母公司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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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7,904.13   621,600.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763,399.85   60,641.7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341,303.98   682,241.7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98,563.09   2,543,705.0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23,853.87   723,127.45  

支付的各项税费  219,382.30   1,189,694.5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796,361.84   2,099,446.4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938,161.10   6,555,973.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6,857.12   -5,873,7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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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698.25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3,698.2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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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3,698.25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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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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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158.87   -6,173,731.8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498,954.69   20,680,829.3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185,795.82   14,507,0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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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知世元（北京）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