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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股份公司、中祥和 指 大连高新园区中祥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大连高新园区中祥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大连高新园区中祥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大连高新园区中祥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章程》 指 《大连高新园区中祥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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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市金融局 指 大连市金融发展局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万元 指 人民币万元 

控股股东、津和国际贸易 指 大连保税区津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大连高新园区中

祥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报告期 指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 

注：本年报任何表格及表述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

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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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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 列示未出席董事会的董事姓名及未出席的理由 

无。 

3、 豁免披露事项及理由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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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大连高新园区中祥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ZHONGXIANGHE Microfiance Limited(Dalian High-Tech Park) 

挂牌时间 2015-12-08 

证券简称 中祥和 

证券代码 834784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转让 

法定代表人 赵学谦 

董事会秘书 张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0058809334XL 

注册资本 100,000,000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高新园区黄浦路 527号 24层 2401-2402号 

联系电话 0411-82302710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高新园区黄浦路 527号 24层 2401-24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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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27,965.91  146,236,255.28  -1.5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5,985,295.96  135,321,003.40  0.49% 

资产负债率% 5.52% 7.46%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3,501,726.22  3,823,782.88  -8.4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4,292.56  2,321,971.74  -71.3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6,792.56  2,321,971.74  
-73.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07,891.81  -2,616,167.64  299.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6  0.0232  -71.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6  0.0232  -71.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9% 1.80%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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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50,000.00 

所得税影响数 12,50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3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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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00 70.00% - 70,000,000 70.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5,000,000 15.00% - 15,000,000 15.00% 

      董事、监事、高管 - - - - - 

      核心员工 - - - - -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0,000,000 30.00% - 30,000,000 30.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0,000,000 30.00% - 30,000,000 30.00% 

      董事、监事、高管 - - - - -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100,000,000 — 0 10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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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保税区

津和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45,000,000 0 45,000,000 45.00% 30,000,000 15,000,000 

2 大连港煤燃

料有限公司 
10,000,000 0 10,000,000 10.00% 0 10,000,000 

3 大连高精机

械配件有限

公司 

10,000,000 0 10,000,000 10.00% 0 10,000,000 

4 鹤岗市晟大 10,000,000 0 10,000,000 10.00% 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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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煤有限公

司 

5 王静华 5,000,000 0 5,000,000 5.00% 0 5,000,000 

6 孙晓媞 5,000,000 0 5,000,000 5.00% 0 5,000,000 

7 陈文思 0 5,000,000 5,000,000 5.00% 0 5,000,000 

8 付佳 5,000,000 0 5,000,000 5.00% 0 5,000,000 

9 李春霞 5,000,000 0 5,000,000 5.00% 0 5,000,000 

合计 95,000,000 0 100,000,000 100.00% 30,000,000 70,000,00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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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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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09 

201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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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一、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津和贸易承诺：“本公司在挂牌前持有的大连高新园区中祥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股票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

的时间分别为挂牌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 

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民承诺：“本人在挂牌前持有的大连高新园区中祥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分

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

别为挂牌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 

公司全体发起人股东承诺：“本人作为股份公司发起人，自股份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严格履行了此项承诺。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就公司或个人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出具了《承诺函》。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严格履行了此项承诺。  

三、为避免同业竞争采取的措施及作出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及持股 5%以上股东已出具了《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本人（企业）及本人（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直接地从事任何与中祥和实际从事业务存在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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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业务活动。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企业）及本人（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

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自经营、合资经营和拥有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份或权益）从事与中

祥和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本人（企业）及本人（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与中祥和的业务有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本人（企业）将及时告知中祥和，并尽力帮助中祥和取得该商业机

会。   

报告期内，上述相关人员严格履行了此项承诺。  

四、 避免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和董监高人员签署《承诺函》，承诺： 

“本人将尽量避免与大连高新园区中祥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关

联交易，并促使本人的关联方避免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如果本人或本人的关联方与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时，本人保证按市场

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

定履行交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如本人或本人的关联方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并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

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全部损失。”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和董监高人员严格履行了此项承诺。  

五、自然人股东纳税承诺  

各股东均书面承诺，在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过程中，如发生个人所得税被追缴的情况时，由其本

人履行相关税费交纳义务，并承担公司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及其他相关责任。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严格履行了此项承诺。  

六、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承诺  

公司董监高出具书面声明承诺：具备和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和义务，不存在最近 24 个月

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及《大连市小额贷款

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对董监高任职资格的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履行了此项承诺。  

七、公司管理层诚信情况的承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诚信情况的书面声明》承诺： 

“本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中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自任职以来忠实、勤勉地

履行职责，目前不存在下列情况： 1、不存在最近二年内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

规则等受到刑事、民事、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情形；2、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处于调查之中尚无定

论的情形；3、不存在最近二年内应对所任职（包括现任职和曾任职）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被处罚

负有责任的情形；4、不存在个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情形；5、不存在欺诈或其他不诚实行

为；6、不存在最近两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受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7、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报告期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严格履行了此项承诺。  

八、 关于公司享受的政府补贴的相关承诺  

2014 年 12 月 24 日，根据大连市财政局作出的《大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4 年第二批企业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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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资金的通知》（大财指企[2014]1265 号），公司获得由大连市财政局拨 2014 年第二批企业上市补贴

资金 40 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如果大连高新园区中祥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所享受的财政补贴，于公司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前或挂牌后被追缴，则本公司将全额承担该部分被追缴的损失（包括

可能的罚款及其他相关的各项支出）并承担连带责任。”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严格履行了此项承诺。  

九、关于关联方发放贷款的承诺  

公司未直接或间接向股东及关联方发放贷款，公司就上述事项出具了书面承诺。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履行了此项承诺。  

十、关于收取手续费、咨询费的承诺 

公司不存在以其他名义收取手续费、咨询费等情形，公司就上述事项出具了书面承诺。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履行了此项承诺。 

十一、 催收方式合法情况的承诺  

公司催收方式合法合规、不存在暴力催收的情况，公司就上述事项出具了书面承诺。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履行了此项承诺。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定位审慎地开展业务，面向中小微企业和自然人客户，

以“高效、灵活、分散”为经营原则，为客户提供有别于银行的贷款服务，解决当前中小微企业普遍存

在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公司在执行行业监管政策的前提下，重视股东的权益，不断完善公司风险控制手段。在国家普惠金

融方针的指导下，积极探索互联网与小额贷款业务的融合新模式。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股 

报告期内的利润分配情况 

股利分配日期 
每 10股派现数 

（含税） 
每 10股送股数 每 10股转增数 

- - - - 

合计 - - - 

报告期内的利润分配预案 

项目 每 10股派现数（含税） 每 10股送股数 每 10股转增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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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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财务报表 

1.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资产：   

货币资金 10,016,596.14 4,508,7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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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29,165.45 60,415.46 

应收利息 451,792.90 355,127.72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6,829,492.64 16,830,754.31 

代理业务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115,387,319.12 123,372,235.3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5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收款项类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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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477,278.14 513,001.87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无形资产 27,109.23 28,016.2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709,212.29 318,000.00 

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143,927,965.91 146,236,255.28 

负债：     

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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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收款项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641,835.75 675,173.71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300,834.20 10,240,078.17 

代理业务负债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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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业务准备金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负债     

负债合计 7,942,669.95 10,915,251.8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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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1,321,537.66 11,321,537.6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232,313.30 2,232,313.30 

一般风险准备 1,791,275.28 1,888,549.02 

未分配利润 20,640,169.72 19,878,603.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5,985,295.96 135,321,003.4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5,985,295.96 135,321,003.4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43,927,965.91 146,236,255.28 

 法定代表人：赵学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金虹           会计机构负责人：周金虹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3,501,726.22 3,823,782.88 

利息净收入 3,451,726.22 3,823,782.88 

其中:利息收入 3,451,726.22 3,823,782.88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其中：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担保费收入     

代理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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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营业成本 2,620,758.43 727,541.94 

税金及附加 27,237.33 14,012.17 

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     

业务及管理费 1,094,603.88 583,490.43 

财务费用 -1,082.78 -1,331.66 

资产减值损失 1,500,000.00 131,371.00 

其他业务成本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880,967.79 3,096,2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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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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967.79 3,096,240.94 

减：所得税费用 216,675.23 774,269.2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64,292.56 2,321,9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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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292.56 2,321,9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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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292.56 2,321,9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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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292.56 2,321,971.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664,292.56 2,321,9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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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6 0.023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66 0.0232 

 法定代表人：赵学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金虹            会计机构负责人：周金虹 

 

3.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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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3,575,678.11 3,891,547.38 

客户贷款及垫款所收回的现金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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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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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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9.89 1,839.6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81,488.00 3,893,387.0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2,477.11 508.00 

客户贷款及垫款所支付的现金 -6,484,916.25 5,037,100.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20,006.44 328,616.79 

支付的各项税费 887,468.89 870,527.4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48,560.00 272,802.4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26,403.81 6,509,554.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07,891.81 -2,616,167.6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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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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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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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7,891.81 -2,616,16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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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508,704.33 4,179,683.3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016,596.14 1,563,515.70 

法定代表人：赵学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金虹           会计机构负责人：周金虹 

 

 

大连高新园区中祥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