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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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际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Shanghai Jidong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挂牌时间 2016 年 8月 17日 

证券简称 际动网络 

证券代码 838974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转让和盘后协议转让 

法定代表人 江涛 

董事会秘书 李勇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91633087P 

注册资本 3,183.9999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一二八纪念路 968 号 1205-3室 

联系电话 021-53010188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 930号 C幢 201A，2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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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58,196.40 63,237,639.92 4.1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7,010,016.92 56,847,421.56 0.2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2.21% 11.26%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3.44% 10.11%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2,170,062.58 8,631,205.56 156.8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595.36 -1,524,127.11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595.36 -1,524,127.11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7,553.03 -2,807,781.1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05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0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9% -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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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27,719 84.26 0 26827719 84.2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1,666,760 5.23 0 16666760 5.23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012,280 15.74 0 5012280 15.7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5,012,280 15.74 0 5012280 15.74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31,839,999 — 0 31,839,999 — 

普通股股东人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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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涛 6,679,040 0 6,679,040 20.9769 5,012,280 1,666,760 

2 冯冬苓 5,000,000 0 5,000,000 15.7035 0 5,000,000 

3 上海川星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319,999 -360,000 3,959,999 12.4372 0 3,959,999 

4 上海思制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2,509,998 0 2,509,998 7.8832 0 2,509,998 

5 上海煜翊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 
2,466,966 0 2,466,966 7.7480 0 2,466,966 

6 左德昌 2,168,000 -10,000 2,158,000 6.7776 0 2,158,000 

7 上海愚煌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2,067,029 0 2,067,029 6.4919 0 2,067,029 

8 王娅 1,829,000 0 1,829,000 5.7443 0 1,829,000 

9 鄢继华 1,792,477 -4,000 1,788,477 5.6171 0 1,788,477 

10 任小丹 548,000 0 548,000 1.7211 0 548,000 

合计 29,380,509 -374,000 29,006,509 91.1008 5,012,280 23,994,229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任小丹原为上海川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至报

告期末已退出，但尚未办理工商变更手续。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没有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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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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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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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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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8 日自上海银行虹口支行取得流动资金贷款 300 万元，为科技

履约贷，期限一年，利率 6.525%，担保费率 2%，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江涛夫妇为公司提

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18年 3 月 7 日自交通银行上海分行西藏南路支行取得流动资金贷款 300 万元，

期限一年，利率 5.66%，担保费 0.5%，由政策性担保基金提供担保，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江涛夫妇为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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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法合规经营；照章纳税；关心职工，及时发放薪酬，代理缴纳五险一金；维护债

权人利益，没有发生任何逾期现象；与供应商保持友好的合作关系，没有任何伤害供应商的行为；以客

户为上帝，严格执行青少年保护制度、实名制注册制度、信息定时上报制度等，关心客户的呼声，以需

求为导向设计、运营产品；对于股东来电来访、股东大会等，规范接待制度，专人负责，让股东满意；

严格遵守社区的各项管理制度，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各项活动，承担应负的各项社会责任，受到社区和

政府相关部门的肯定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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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7,100.06 9,175,6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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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2,879.09 6,181,761.09 

预付款项 3,958,6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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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178.46 592,178.4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39,308.02 62,892.94 

其他流动资产 854,690.59 917,243.03 

流动资产合计 20,445,799.67 16,929,7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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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700.88 252,4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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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5,075,688.46 45,944,399.12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1,007.39 111,007.39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5,412,396.73 46,307,898.74 

资产总计 65,858,196.40 63,237,639.9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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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44.77 15,544.77 

预收款项 36,627.68 251,386.6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326,650.75 482,908.26 

应交税费 44,812.53 210,289.4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424,543.75 2,430,0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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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48,179.48 6,390,2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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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48,179.48 6,390,218.3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31,839,999.00 31,839,999.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726,547.62 4,726,547.6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133,649.46 1,133,649.4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9,309,820.84 19,147,225.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7,010,016.92 56,847,421.56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57,010,016.92 56,847,421.5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5,858,196.40 63,237,639.92 

 法定代表人：____江涛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江涛_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陆庆花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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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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1,081.85 2,389,1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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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7,647.09 6,128,827.09 

预付款项 3,757,393.45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18,417.23 247,417.23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39,308.02 62,892.94 

其他流动资产 854,690.59 915,677.03 

流动资产合计 18,368,538.23 9,743,9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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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4,330.47 2,034,330.47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23,703.99 250,3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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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80,083.55 41,848,794.2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4,253.88 104,253.88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3,342,371.89 44,237,731.82 

资产总计 61,710,910.12 53,981,684.1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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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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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5,544.77 15,544.77 

预收款项  215,236.01 

应付职工薪酬 285,525.80 424,996.96 

应交税费 41,470.31 52,776.1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364,543.75 2,370,0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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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7,084.63 6,078,6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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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7,084.63 6,078,643.08 

所有者权益：   

股本 31,839,999.00 31,839,999.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726,547.62 4,726,547.6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133,649.46 1,133,649.4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0,303,629.41 10,202,844.99 

所有者权益合计 48,003,825.49 47,903,041.0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61,710,910.12 53,981,684.15 

  



公告编号：2018-018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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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70,062.58 8,631,205.56 

其中：营业收入 22,170,062.58 8,631,205.56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1,989,681.74 10,155,452.67 

其中：营业成本 20,349,332.36 1,556,53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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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5.14 2,684.38 

销售费用 35,763.29 7,430,197.04 

管理费用 1,551,436.64 1,146,711.63 

财务费用 46,474.31 19,3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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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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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380.84 -1,524,2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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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380.84 -1,524,127.11 

减：所得税费用 17,785.4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62,595.36 -1,524,1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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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95.36 -1,524,1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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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95.36 -1,524,127.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62,595.36 -1,524,1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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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 -0.05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5 -0.05 

 法定代表人：__江涛_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江涛_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陆庆花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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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73,368.00 8,228,678.76 

减：营业成本 10,267,344.72 1,088,128.71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35,763.29 7,430,197.04 

管理费用 1,304,812.32 837,184.40 

财务费用 46,877.77 18,3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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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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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569.90 -1,145,135.67 

加：营业外收入  120.00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18,569.90 -1,145,015.67 

减：所得税费用 17,785.48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00,784.42 -1,145,0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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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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84.42 -1,145,015.67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3 -0.0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3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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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83,844.32 16,448,54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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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38.73 267,203.8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101,783.05 16,715,751.6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4,286,973.60 17,955,5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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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703.76 587,877.73 

支付的各项税费 406,942.51 64,679.2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19,716.21 915,380.0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329,336.08 19,523,532.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7,553.03 -2,807,7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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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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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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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00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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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00 15,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61,1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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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1,161.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8,838.90 15,0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48.53 -5.1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11,434.40 12,192,213.6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175,665.66 196,130.4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887,100.06 12,388,344.11 

法定代表人：___江涛_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江涛_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陆庆花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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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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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3,065,169.02 13,456,999.81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16,502.38 132,180.3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081,671.40 13,589,180.1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641,960.00 15,010,428.5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004,975.28 535,778.70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7,194.74 53,321.4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64,436.47 806,802.6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238,566.49 16,406,331.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3,104.91 -2,817,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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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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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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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000,000.00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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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00 15,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61,161.1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61,161.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8,838.90 1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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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1,943.81 12,182,848.7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389,138.04 130,767.7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171,081.85 12,313,616.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