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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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的理由 

不适用 

2、 列示未出席董事会的董事姓名及未出席的理由 

不适用 

3、 豁免披露事项及理由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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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上海派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ShangHai Paraview Software Co., Ltd 

挂牌时间 2014-10-14 
证券简称 派拉软件 

证券代码 831194 

转让方式 做市转让 

法定代表人 谭翔 

董事会秘书 葛瑞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77874455W 

注册资本 30,400,000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东路 1388号 27幢 102 室 

联系电话 021-58301883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 1388 号 27幢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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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71,630.64 69,150,504.44 -9.9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622,357.38 54,591,367.76 -1.7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2.00% 20.43% -41.26% 

资产负债率%（合并） 13.89% 21.05% -34.0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7,781,903.96 7,056,472.46 10.2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17,135.38 -2,307,893.77 25.6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78,509.45 -3,319,176.24 -34.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95,324.37 -1,630,791.66 -488.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8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

算） 
-3.20% -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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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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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374.07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461,374.07 

所得税影响数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461,37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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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94,666 48.67% -171,000 14,623,666 48.1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480,000 11.45% -168,000 3,312,000 10.89% 

      董事、监事、高管 4,314,000 14.19% -162,000 4,152,000 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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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5,334 51.33% 171,000 15,776,334 51.9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9,900,000 32.57% 162,000 10,062,000 33.10% 

      董事、监事、高管 13,146,000 43.24% 171,000 13,317,000 43.81% 

      核心员工 1,301,000 4.28% 0 1,301,000 4.28% 

     总股本 30,400,000 — 0 30,4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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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翔 13,380,000 -6,000 13,374,000 43.99 10,062,000 3,312,000 

2 上海浦软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2,700,000 - 2,700,000 8.88 0 

2,700,000 

3 上海辉正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2,500,000 - 2,500,000 8.22 833,334 

1,666,666 

4 上海唐盛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1,800,000 - 1,800,000 5.92 0 

1,800,000 

5 李广兵 1,476,000 11,000 1,487,000 4.89 1,147,000 340,000 

6 郭辉 1,280,000 4,000 1,284,000 4.22 1,010,000 2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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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良华 1,104,000 -  1,104,000 3.63 878,000 226,000 

8 上海恒计元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519,000 386,000 905,000 2.98 0 

905,000 

9 魏中浩 750,000 -  750,000 2.47 0 750,000 

10 徐晓芸 579,000 -  579,000 1.90 0 579,000 

合计 26,088,000 395,000 26,483,000 87.10 13,930,334 12,552,666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上海辉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派拉软件的职工持股平台，谭

翔是上海辉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其出资额占辉正投资的 1.00%，李广兵

的出资额占辉正投资的 10.52%，吴良华的出资额占辉正投资的 38.00%，郭辉的出资额占辉正投资的

26.48%，上海恒计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是谭翔，其出资额占

恒计元 1.00%，郭辉的出资额占恒计元 99.00%。上海唐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上海浦软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11.11%的股权，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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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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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2018-001 

2018-003 

201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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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自成立以来，秉承简化 IT 的理念，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并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在日

常经营活动中，诚信为本，遵纪守法，积极纳税，接受监督。随着公司的发展，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

就业岗位，不断改善员工工作环境，提高员工薪酬和福利待遇，保护员工合法权益，尊重员工，关爱员

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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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共享企业

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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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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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48,404.17   31,643,7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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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00.00   400,000.00  

应收账款  19,091,666.77   21,806,623.64  

预付款项  431,453.10   291,5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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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5,212.37   559,436.7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0,066,462.04   5,584,039.44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794,750.63   1,232,391.29  

流动资产合计  54,837,949.08   61,517,792.74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00,000.00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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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783.43   340,137.52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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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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5,871.47   4,180,924.1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76,026.66   111,65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7,433,681.56   7,632,711.70  

资产总计  62,271,630.64   69,150,504.4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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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254.70   8,363,355.88  

预收款项  7,010,778.07   3,768,950.4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05,200.33   951,340.41  

应交税费  418,723.57   1,263,612.09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37,316.59   211,8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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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9,273.26   14,559,1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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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9,273.26        14,559,136.6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30,400,000.00   30,4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7,559,210.92   6,811,085.9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430,484.42   2,430,484.4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3,232,662.04  14,949,797.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3,622,357.38   54,591,367.76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53,622,357.38   54,591,367.7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2,271,630.64   69,150,504.44  

法定代表人：  谭翔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李广兵            会计机构负责人：  李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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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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5,044.85   29,022,29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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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00.00   400,000.00  

应收账款  17,184,061.77   20,004,823.64  

预付款项  431,453.10   284,573.1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808,774.14   512,998.50  

存货  9,045,625.81   5,584,039.44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522,286.18   

流动资产合计  49,047,245.85   55,808,731.30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00,000.00   3,0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5,150,000.00   5,15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19,352.42   326,6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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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5,871.47   4,180,924.1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76,026.66   111,65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571,250.55   12,769,239.27  

资产总计  61,618,496.40   68,577,97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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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254.70   7,913,355.88  

预收款项  6,468,867.37   3,768,950.49  

应付职工薪酬  39,984.89   951,340.41  

应交税费  406,513.33   1,255,346.47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43,786.61   118,34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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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3,406.90   14,007,3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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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3,406.90   14,007,341.08  

所有者权益：   

股本  30,400,000.00   30,4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7,559,210.92   6,811,085.9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219,507.15   2,219,507.1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4,046,371.43   15,140,036.42  

所有者权益合计  54,225,089.50   54,570,629.4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61,618,496.40   68,577,97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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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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1,903.96   7,056,472.46  

其中：营业收入  7,781,903.96   7,056,472.46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9,960,414.09  10,408,936.37 

其中：营业成本  3,486,638.42  3,377,8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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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28.24   12,969.72  

销售费用  1,084,446.72   1,302,518.11  

管理费用  5,552,290.03   5,723,494.86  

财务费用  -13,608.43   -7,876.67  

资产减值损失  -175,680.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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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2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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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8,510.13   -3,319,176.24  

加：营业外收入  461,374.75   1,011,282.48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717,135.38   -2,307,893.76  

减：所得税费用  -     -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717,135.38   -2,307,8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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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135.38 -2,307,8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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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135.38   -2,307,893.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717,135.38   -2,307,8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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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  谭翔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李广兵            会计机构负责人：  李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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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1,998.30 6,064,255.52 

减：营业成本 3,430,619.55 3,311,416.73 

税金及附加  26,328.24   5,588.57  

销售费用  1,037,387.11   1,275,429.11  

管理费用  4,931,531.54   5,596,997.32  

财务费用  -13,053.19   -6,771.10  

资产减值损失 -175,77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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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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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039.06 -4,085,117.44 

加：营业外收入 461,374.07 1,010,362.52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093,664.99  -3,074,754.92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093,664.99 -3,074,75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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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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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664.99 -3,074,75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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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3,253.39   18,761,3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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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374.07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6,319.10   1,200,496.6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820,946.56   19,961,798.7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521,812.47   11,105,8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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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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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874,342.63   4,720,309.55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01,266.83   3,692,181.0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18,849.00   2,074,235.1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416,270.93   21,592,590.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95,324.37   -1,630,791.6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5,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33,2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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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33,287.6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     34,00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     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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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34,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7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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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5,324.37   -1,631,503.9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1,212,028.54   21,297,300.7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616,704.17   19,665,796.72  

法定代表人：  谭翔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李广兵            会计机构负责人：  李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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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13,253.39 17,010,684.61 

收到的税费返还 461,374.0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4,796.87  1,122,515.3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519,424.33  18,133,199.9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918,364.43  10,287,654.6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190,580.14  4,391,001.5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856,225.93  3,501,756.4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71,505.60  1,931,985.8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036,676.10  20,112,398.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17,251.77  -1,979,198.5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3,2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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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3,287.6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4,00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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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4,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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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7,251.77  -1,979,910.8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8,590,596.62  18,941,917.5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073,344.85  16,962,00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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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派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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