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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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董事会秘书 李正营

职务 副总经理

电话 13923808096

传真 0755-88353270

电子邮箱 lizhengying@dalei.com.cn

公司网址 www.daleigroup.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深圳龙岗区天安数码城 2 栋 B 座 1301 室 51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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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龙岗区天安数码城 2 栋 B 座 1301 室 财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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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85,162.64 66,442,974.17 28.2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680,786.74 18,446,389.94 33.80%

营业收入 61,920,258.07 42,217,237.49 46.6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05,236.82 4,996,438.99 52.2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128,293.81 4,941,879.83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25,992.42 1,950,857.59 649.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54% 31.33% -



公告编号：2018-0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3 0.4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2.06 1.54 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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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9,500 4,579,500 38.1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089,500 2,089,500 17.41%

董事、监事、高管 408,000 408,000 3.4%

核心员工

48,000 48,000 0.4%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2,000,000 100% -4,579,500 7,420,500 61.8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8,262,000 68.85% -2,065,500 6,196,500 51.64%

董事、监事、高管 1,632,000 13.60% -408,000 1,224,000 10.2%

核心员工

72,000 0.60% -72,000 0%

总股本 12,000,000.00 - 0 12,0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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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莉 8,262,000 8,262,000 68.85% 6,196,500 2,065,500

2 李道柱 612,000 612,000 5.10% 459,000 153,000

3 李正营 1,020,000 1,020,000 8.50% 765,000 255,000

4 刘军 306,000 306,000 2.55% 0 306,000

5 深圳前海

科杰投资

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1,800,000 1,800,000 15% 0 1,800,000

合计 12,000,000 12,000,000 100% 7,420,500 4,579,500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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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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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的要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

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比较数据不调整。故公司将相应政

府补助金额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2,542,555.50 元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1）单次处置至丧失控制权而减少的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

款

股权处

置比

例%

股权处

置方式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

权时点的

确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

置投资对应的

合并财务报表

层面享有该子

公司净资产份

额的差额

合并财

务报表

中与该

子公司

相关的

商誉

阜阳金鑫机电

科技有限公司
1,150,000.00 51.00 出售 2017/7/13 工商变更

登记日
45,952.33 --

说明：2017年 7月 4日，本公司与张新矿签订了《阜阳金鑫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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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持有的阜阳金鑫 51.00%的股权作价 1,150,000.00元转让给张新矿，双方于 2017年 7 月 13日在阜南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股权处置日确定为 2017年 7月 13日，该公司自股权处置日

始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2、通过新设方式取得的子公司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型 注册地
法人

代表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万元)

霍尔果斯大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霍尔果斯 郑静 服务 50.00

安徽大雷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长丰县 陈莉 机动车检测 1,200.00

深圳大雷控股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 陈莉 投资 3,500.00

续 1：

子公司全称 经营范围
持股比

例%
表决权

比例%

是否

合并

报表

霍尔果斯大雷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人才信息咨询;企业营销

策划及管理咨询;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广告业务;
软件开发及应用服务、电子商务系统开发及应用服

务、互联网和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产品开发与建设及

应用平台建设和服务、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

包、知识流程外包技术先进型服务

100.00 100.00 是

安徽大雷汽车检

测设备有限公司

机动车检测设备、交通自动化软件、车牌识别仪、

车牌补光灯和红灯检测器的技术开发、批发、进出

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00 100.00 是

深圳大雷控股管

理有限公司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创业投资；

项目投资
100.00 100.00 是

续 2：

子公司全称
期末实际出

资额（万元）

实质上构成对子

公司净投资的其

他项目余额

少数股东

权益（万元）

少数股东权益中

用于冲减少数股

东损益的金额

霍尔果斯大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 -- -- --

安徽大雷汽车检测设备有限

公司
-- -- -- --

深圳大雷控股管理有限公司 1,555.00 -- -- --

3、报告期内注销的子公司

合肥安丰成立于 2015年 11月 12日，由本公司与闫如萍、高家斌、王武华 3人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0.00元，实际出资额零元；其中，本公司占股 52.00%，闫如萍、高家斌、王武华 3人
合计占股 48.00%。合肥安丰于 2017年 9月 18日取得长丰县国家税务局核发的长丰国税税通【2017】9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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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准予注销税务登记以及《清税证明》；于 2017年 10月 27日取得合肥市长丰县地

方税务局城关分局核发的长地税税通【2017】1484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准予注销税务登记。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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