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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股份公司、长江股份 指 长江超声智能装备（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长江超声智能装备（广东）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长江超声智能装备（广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长江超声智能装备（广东）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三会 指 长江超声智能装备（广东）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 

建业投资 指 深圳前海建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泰投资 指 深圳前海长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默克智能 指 深圳前海默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证券 指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 指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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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公司监管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股转公司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

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指 长江超声智能装备（广东）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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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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超声智能装备（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Chango Ultrasonic Intelligent Equipment (Guangdong) Corporation Limited 

挂牌时间 2017 年 1 月 19 日 

证券简称 长江股份 

证券代码 870425 

转让方式 协议转让 

法定代表人 江新红 

董事会秘书 谢斯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7470942526 

注册资本 22,947,368 元 

注册地址 东莞市长安镇霄边社区振安东路 162 号新河工业园 C 栋 13、14、15 号 

联系电话 85497488 

办公地址 东莞市长安镇霄边社区振安东路 162 号新河工业园 C 栋 1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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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50,101.61 76,045,590.33 10.2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417,131.57 58,452,984.02 3.3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7.95% 23.13%  

资产负债率%（合并） 27.95% 23.1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7,763,841.91 14,282,783.19 24.3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4,147.55 2,693,078.83 -27.0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64,147.55 

2,371,317.65 

 
-17.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2,845.05 -3,156,085.29 46.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2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2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0% 6.48% 

-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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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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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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0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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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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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3,223 25.46% 0 5,843,223 25.4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009,890 21.83% 0 5,009,890 21.83% 

      董事、监事、高管 5,009,890 21.83% 0 5,009,890 21.83%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7,104,145 74.54% 0 17,104,145 74.5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5,029,670 65.50% 0 15,029,670 65.50% 

      董事、监事、高管 15,029,670 65.50% 0 15,029,670 65.5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22,947,368 - 0 22,947,368 - 

     普通股股东人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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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新红 14,039,560 0 14,039,560 61.1816% 10,529,670 3,509,890 

2 李平 6,000,000 0 6,000,000 26.1468% 4,500,000 1,500,000 

3 深圳前海

长泰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840,000 0 1,840,000 8.0184% 1,226,667 613,333 

4 深圳前海

建业投资

660,000 0 660,000 2.8761% 440,000 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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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5 江豪 241,229 0 241,229 1.0512% 241,229 0 

6 深圳前海

丰石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东

莞长安融

辰资产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131,579 0 131,579 0.5734% 131,579 0 

7 张耀东 35,000 0 35,000 0.1525% 35,000 0 

合计 22,947,368 0 22,947,368 - 17,104,145 5,843,223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 公司股东江新红、李平为夫妻关系； 

(2)江新红担任长泰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李平担任建业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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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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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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股权激励事项 是 是 是 2018-003长

江超声智能

装备（广东）

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

案； 

2018-004长

江超声智能

装备（广东）

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九次

会议决议公

告； 

2018-005长

江超声智能

装备（广东）

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第

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

公告。 

承诺事项 否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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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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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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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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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07,215.32          31,542,6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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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   

应收账款         21,693,333.04          17,819,834.83  

预付款项           3,242,410.17            1,115,027.15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717,076.59              539,290.19  

存货         18,238,319.28          15,612,348.86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57,185.20              366,517.23  

流动资产合计         74,755,539.60          66,995,6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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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280,687.60            4,124,601.23  

在建工程             265,356.99              265,35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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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941.94              160,098.80  

开发支出               

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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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待摊费用           3,985,380.94            4,103,885.20  

递延所得税资产             407,194.54              395,958.21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9,094,562.01           9,049,900.43  

资产总计         83,850,101.61          76,045,59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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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1,456,979.52            8,001,819.09  

预收款项           6,899,002.00            4,805,483.27  

应付职工薪酬           1,526,541.04            1,644,817.23  

应交税费           2,182,971.52            1,792,918.92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17,309.24                93,9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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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82,803.32          16,338,9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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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166.72            1,253,614.27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150,166.72            1,253,614.27  

负债合计         23,432,970.04          17,592,606.31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2,947,368.00          22,947,368.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6,695,108.11          26,695,108.11  

减：库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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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309,002.11            1,112,587.3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9,465,653.35            7,697,920.56  

所有者权益合计         60,417,131.57          58,452,984.0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83,850,101.61          76,045,590.33  

 法定代表人：____江新红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李平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曾冬香______ 

 

2.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17,763,841.91 14,282,783.19 

减：营业成本 9,734,531.57 7,753,880.61 

税金及附加 21,522.74 133,819.12 

销售费用 1,563,109.51 988,297.38 

管理费用 3,668,222.48 4,138,056.76 

财务费用 352,861.19 32,164.88 

资产减值损失 274,0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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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447.55 1,493,460.89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253,012.62 2,730,025.33 

加：营业外收入  378,542.56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253,012.62 3,108,567.89 

减：所得税费用 288,865.07 415,489.06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964,147.55 2,693,078.83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1,964,147.55 2,693,0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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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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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1,964,147.55 2,693,078.83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9 0.1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9 0.12 

 法定代表人：____江新红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李平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曾冬香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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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0,953.12 13,684,933.49 

收到的税费返还 28,348.1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2,570.67 252,102.4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291,871.97 13,937,035.9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834,944.06 8,256,860.6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710,337.51 4,012,925.8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17,617.06 2,059,996.8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411,818.39 2,605,224.8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974,717.02 16,935,008.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2,845.05 -2,997,9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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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969.70  95,78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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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969.70 95,780.9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1,969.70 -95,780.9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1,87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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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87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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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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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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877.2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340,641.57 -9,650.6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35,456.32 6,898,473.5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1,542,671.64 20,469,744.5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9,107,215.32 27,368,218.08 

法定代表人：____江新红_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李平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曾冬香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