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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慧捷科技 指 慧捷（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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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 指 2018 年 3 月 31 日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慧捷（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慧捷（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慧捷（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主办券商、中信建投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慧捷(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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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大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薛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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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捷（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Welljoint(Shanghai) Technology Co.Ltd、Welljoint 

挂牌时间 2017 年 2 月 20 日 

证券简称 慧捷科技 

证券代码 870949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 

法定代表人 周大志 

董事会秘书 许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25727355122 

注册资本 2,235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 1588 号 1 幢孵化楼南楼 204 室 

联系电话 021-33255502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398 号 2 号楼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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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75,218.44 78,339,802.80 -6.5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916,043.89 55,878,663.40 5.4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9.49% 28.67%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9.49% 28.67%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4,736,299.29 9,116,446.41 61.6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7,380.49 -2,556,539.08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29,349.71 -2,556,539.08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91,464.55 -13,735,911.15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2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9% -7.56% - 

注：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61.65%，主要是因为云联络中心业务稳步发

展，实现营业收入 550.76万元，占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的 37.37%。报告期内，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增长，主要是因为云联络中心业务的收入占比增长，该业务类型毛利率

48%，明显高于去年同期营业收入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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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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62,389.15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所得税影响数 54,358.3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308,0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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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1,534 50.34% - 11,251,534 50.3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3,643,238 16.30% - 3,643,238 16.30% 

      董事、监事、高管 3,699,488 16.55% - 3,699,488 16.55%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1,098,466 49.66% - 11,098,466 49.6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10,929,716 48.90% - 10,929,716 48.90% 

      董事、监事、高管 11,098,466 49.66% - 11,098,466 49.66% 

      核心员工 -  -   

     总股本 22,350,000 — - 22,35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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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大志 6,352,313 - 6,352,313 28.42% 4,764,235 1,588,078 

2 孟宪勇 4,297,153 - 4,297,153 19.23% 3,222,865 1,074,288 

3 张宏 3,923,488 - 3,923,488 17.55% 2,942,616 980,872 

4 

上海慧京

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2,992,320 - 2,992,320 13.39% - 2,992,320 

5 

石河子市

尚势成长

股权投资

2,763,726 - 2,763,726 12.37% - 2,76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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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6 

上海乾霨

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1,000,000 - 1,000,000 4.47% - 1,000,000 

7 

昆山华创

毅达股权

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企业） 

670,000 - 670,000 3.00% - 670,000 

8 刘国全 225,000 - 225,000 1.01% 168,750 56,250 

9 陈玙 125,000 - 125,000 0.56% - 125,000 

10 李美良 1,000 - 1,000 0.00% - 1,000 

合计 22,350,000 - 22,350,000 100.00% 11,098,466 11,251,534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周大志、孟宪勇和张宏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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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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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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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资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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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2017-029 

股权激励事项 否 - - - 

承诺事项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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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使

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根据决议规定的审批要求，购买招商银行理财产品，

金额单笔不超过 1,000.00 万元，在期理财产品总额不超过 5,000.00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共持有理财产品 3,990 万元，报告期内确认理财收益 362,389.15 元。 

                                                               

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1、为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大志、张宏、孟宪勇、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慧京投资、尚势资本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出

具《不竞争承诺函》。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大志、孟宪勇、张宏分别于 2016 年 8 月 25 日出具了

《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其将杜绝其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非法占用公司资金、资

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违规向其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报告期内，承诺人均履行了相关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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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遵循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大力实践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用高质

的产品和优异的服务，努力履行着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公司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公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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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要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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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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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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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财务报表 

1.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747,982.85 10,092,9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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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91,314.39 14,928,200.73 

预付款项 1,611,424.21 521,567.66 

应收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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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4,452.65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68,236.45 334,952.7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7,674,043.53 8,634,782.82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0,722,302.82 42,330,160.97 

流动资产合计 71,819,756.90 76,842,6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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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140.39 359,8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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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683.05 1,050,394.58 

递延所得税资产 93,638.10 86,918.68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55,461.54 1,497,139.01 

资产总计 73,175,218.44 78,339,8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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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9,375.38 12,232,8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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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项 1,414,007.16 4,859,146.4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920,186.34 2,083,797.21 

应交税费 1,191,507.87 2,463,534.99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614,097.80 821,85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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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59,174.55 22,461,1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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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负债合计 14,259,174.55 22,461,139.4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22,350,000.00 22,35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8,045,975.81 18,045,975.81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548,268.76 1,548,268.7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6,971,799.32 13,934,4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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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8,916,043.89 55,878,663.4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58,916,043.89 55,878,663.4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3,175,218.44 78,339,802.80 

法定代表人：__周大志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孙薛俊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孙薛俊   

2.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4,736,299.29 9,116,446.41 

其中：营业收入 14,736,299.29 9,116,446.41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1,533,204.83 11,675,885.33 

其中：营业成本 7,716,042.91 5,619,7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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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13.84 90,833.34 

销售费用 556,625.78 906,668.27 

管理费用 3,171,694.20 5,046,271.52 

财务费用 -21,668.00 -6,989.25 

资产减值损失 44,796.10 19,3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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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3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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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5,483.61 -2,559,4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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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5,483.61 -2,559,438.92 

减：所得税费用 528,103.12 -2,899.8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037,380.49 -2,556,5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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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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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续经营净利润 3,037,380.49 -2,556,5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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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7,380.49 -2,556,5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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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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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7,380.49 -2,556,539.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037,380.49 -2,556,5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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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 -0.1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4 -0.12 

法定代表人：__周大志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孙薛俊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孙薛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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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97,762.24 5,671,1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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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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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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280.36 996,972.8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625,042.60 6,668,098.1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524,665.23 11,539,23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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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9,576.89 3,416,277.73 

支付的各项税费 3,257,435.21 349,841.3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64,829.82 5,098,650.2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916,507.15 20,404,009.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91,464.55 -13,735,911.1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6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57,9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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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34.3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57,936.50 157,434.3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1,488.00 33,4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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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88.00 33,418.8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6,448.50 124,0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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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  10,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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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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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  10,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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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5,016.05 -2,811,895.6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092,998.90 28,192,326.5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747,982.85 25,380,430.93 

法定代表人：__周大志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孙薛俊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孙薛俊   

 

 

慧捷（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