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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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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

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董事会秘书 路晶晶 

职务 董事会秘书 

电话 021-33375666 

传真 021-33375479 

电子邮箱 ir@dodoca.com 

公司网址 http://www.dodoca.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 88 号越虹广场 B 座 17、

18、19 层； 

邮政编码：200233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83,672,554.05 287,043,036.67 -36.0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9,384,363.78 259,833,507.58 -42.51% 

营业收入 586,542,852.89 369,935,630.22 58.5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703,318.80 -56,226,828.2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3,168,504.13 -57,291,109.3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176,525.45 -28,071,386.9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14% -1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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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20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0.54 0.94 -42.55%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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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836,888 63.42% 14,070,316 189,907,204 68.4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8,215,586 13.78% -2,431,000 35,784,586 12.91% 

      董事、监事、高管 27,270,054 9.83% -4,137,607 23,132,447 8.34% 

      核心员工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01,439,437 36.58% -14,070,316 87,369,121 31.5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1,497,770 18.57% - 51,497,770 18.57% 

      董事、监事、高管 85,575,064 30.86% -1,081,832 84,493,232 30.47% 

      核心员工           

     总股本 277,276,325 - 0 277,276,325 - 

     普通股股东人数 767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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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梦 68,663,693 -2,431,000 66,232,693 23.89% 51,497,770 14,734,923 

2 刘毅 21,146,887 500,000 21,646,887 7.81% 16,235,166 5,411,721 

3 胡敏 21,049,663  21,049,663 7.59% 0 21,049,663 

4 上海艾云慧

信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17,995,790 -159,000 17,836,790 6.43% 0 17,836,790 

5 金园 10,817,966  10,817,966 3.90% 0 10,817,966 

6 上海张江浩

成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10,567,100  10,567,100 3.81% 0 10,567,100 

7 詹晓康 8,058,000 102,000 8,160,000 2.94% 0 8,160,000 

8 青岛海尔股

权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

合伙） 

2,956,000 5,134,000 8,090,000 2.92% 0 8,090,000 

9 栾铁军 6,122,946 787,000 6,909,946 2.49% 5,450,210 1,459,736 

10 徐张生 10,351,319 -3,961,439 6,389,880 2.30% 6,389,8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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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77,729,364 -28,439 177,700,925 64.08% 79,573,026 98,127,899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黄梦和胡敏为夫妻关系；刘毅和金园为夫妻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没有

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黄梦、胡敏夫妻。黄梦持有公司股份 66,232,693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23.89%,胡敏持有公司股份 21,049,66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59%，二人合计持有公司总股数 31.48%的股

份，公司其他股东持股较为分散且无一致行动关系，黄梦、胡敏通过行使表决权能够能够影响公司管理

层人员的任免、财务政策及经营方针，因此认定黄梦、胡敏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黄梦，男，1980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本科学历，双学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2 年至 2007 年就职于上海三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担任分公司总经理；2008 年加入有限公司，担任

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胡敏，女，1979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3

年至 2007 年就职于武汉风行传媒有限公司，担任商务拓展经理。2007 年 12 月加入有限公司，2007 年

12 月至 2012 年 6 月任执行董事，目前未在任何公司任职。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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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5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

修订）》，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实施。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之前，

公司将取得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在资产使用寿命内平

均摊销计入当期损益。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之后，对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

外收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

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实施。该准则规范了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

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对实施日（2017 年 5 月 28 日）

存在的终止经营对可比年度财务报表列报和附注的披露进行了相应调整。 

财政部于 2017 年 12 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在“净利润”的项下新增“（一）持

续经营净利润”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项目，分别反映净利润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净利润和与终止经

营相关的净利润。 

2、会计差错更正 

本公司业务范围涵盖移动电商软件业务，移动广告业务、短信业务等，本公司参股公司上海度行企

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度行”）运营“人人电商”电商平台，2016 年上海度行采购短信资源，

供人人电商平台商户使用，上海度行在支付采购费用过程中，上海度行多计应由公司负担的短信费用

1,809,990.64 元，公司少计短信费用 1,809,990.64 元。 

本公司日常业务采购中包含软件开发及市场咨询服务费，2016 年度上海度行多计应由公司负担的软

件开发费 2,844,508.00 元、市场咨询服务费 88,490.30 元，公司少计软件开发费 2,844,508.00 元、市场咨

询服务费 88,490.30 元。2017 年度将本公司 2016 年度少计短信费用、软件开发费及咨询服务费予以追

溯调整。 

3、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累计影响数 

针对上述差错，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对前期比较报表进行追溯重述，调整后前期比较数据如下： 

（一）、对合并/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期初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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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数的影响 

报表项目 追溯重述前 调整金额 追溯重述后 

其他应付款 2,025,123.58  4,742,988.94  6,768,112.52  

未分配利润 -17,266,087.16  -4,742,988.94 -22,009,076.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64,576,496.52  -4,742,988.94 259,833,507.58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4,576,496.52  -4,742,988.94 259,833,507.58  

2、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期初数的影响 

报表项目 追溯重述前 调整金额 追溯重述后 

其他应付款 154,631.12                                        4,742,988.94  4,897,620.06                   

未分配利润 -37,102,778.64                                  -4,742,988.94 -41,845,767.58               

所有者权益合计 244,739,805.04  -4,742,988.94 239,996,816.10               

  

（二）、对合并/母公司利润表上期数的影响 

1、对合并利润表上期数的影响 

报表项目 追溯重述前 调整金额 追溯重述后 

营业成本 212,431,716.70   1,809,990.64  214,241,707.34  

管理费用 92,060,294.26  2,932,998.30  94,993,292.56  

利润总额 -50,692,659.75  -4,742,988.94 -55,435,648.69  

净利润 -51,483,839.33  -4,742,988.94 -56,226,828.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51,483,839.33  -4,742,988.94 -56,226,828.27  

综合收益总额 -51,483,839.33  -4,742,988.94 -56,226,828.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51,483,839.33  -4,742,988.94 -56,226,828.27  

  

2、对母公司利润表上期数的影响 

报表项目 追溯重述前 调整金额 追溯重述后 

营业成本 177,764,263.42   1,809,990.64  179,574,254.06          

管理费用 67,269,072.54  2,932,998.30  70,202,070.84            

利润总额 -57,449,704.77  -4,742,988.94 -62,192,693.71          

净利润 -57,043,313.73  -4,742,988.94 -61,786,302.67          

综合收益总额 -57,043,313.73 -4,742,988.94 -61,786,302.67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其他应付款 2,025,123.58 6,768,1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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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利润 -17,266,087.16 -22,009,076.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264,576,496.52 259,833,507.58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4,576,496.52 259,833,507.58   

营业成本 212,431,716.70 214,241,707.34   

管理费用 92,060,294.26 94,993,292.56   

利润总额 -50,692,659.75 -55,435,648.69   

净利润 -51,483,839.33 -56,226,828.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51,483,839.33 -56,226,828.27 

  

综合收益总额 -51,483,839.33 -56,226,828.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51,483,839.33 -56,226,828.27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我公司 2017年度财务数据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段落的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上会师报字（2018）第 3101 号），其中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段落事项审计说明：我

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三、2 所述，点点客最近两年连续亏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连续呈现净流出，且亏损幅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流出量呈现扩大态势，2017 年度净流出

人民币 10,117.65 万元，两年累计亏损人民币 16,693.01 万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点

点客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董事会对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段落的无保留审计意见说明如下：为了保证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根据目前实际情况，拟调整公司经营方针和加强公司运营管理，具体措施如下： 

(1)调整业务模式 

运营模式从直销为主调整到直销和渠道并举，实现人员数量的大幅下降，降低人工费用。 

(2) SAAS 服务“小程序”业务经过近一年对渠道的开拓和培育，在当前微信小程序大热的市场背景

下，公司积极发挥独特的移动电商行业的丰富经验，有效利用现有的渠道和资源，提高业务效率，以赢

得更低投入、更高产出。 

(3)多方面采取费用节省措施，消除低效率的开支。比如，优化业务结构以降低平均获客成本，合理

预算研发、推广费、经营费用的开支，调整缩减办公室租赁面积等方式，以降低公司总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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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措施，本公司管理层认为在未来 12 个月内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 

 

 

 

点点客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