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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九天云竹 指 北京九天云竹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报告期、本期 指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 

上期、上年同期 指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3月 31日 

股东大会 指 北京九天云竹信息技术股份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北京九天云竹信息技术股份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北京九天云竹信息技术股份公司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主办券商、东方财富证券 指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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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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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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九天云竹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 

挂牌时间 2016-07-29 

证券简称 九天云竹 

证券代码 837939 

转让方式 做市转让 

法定代表人 罗明 

董事会秘书 李国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085518588J 

注册资本 78,720,000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27号 4层南部东侧 01-A 

联系电话 010-82623130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27号 4层南部东侧 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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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935,853.27 154,616,464.69 0.8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0,801,397.67 133,987,059.67 5.0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31% 10.28% _ 

资产负债率%（合并） 8.00% 11.47% _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3,357,714.82 10,646,529.42 25.4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65,812.72 1,855,734.81 259.2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65,846.23 1,865,323.52 257.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76,142.73 3,749,841.9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2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5% 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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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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353.21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6,353.21 

所得税影响数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319.69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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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13,401 52.10% - 41,013,401 52.1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199,001 14.23% - 11,199,001 14.23% 

董事、监事、高管 625,400 0.79% - 625,400 0.79%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7,706,599 47.90% - 37,706,599 47.9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7,706,599 47.90% - 37,706,599 47.90% 

董事、监事、高管 945,000 1.20% - 945,000 1.20%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78,720,000 — - 78,72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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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金艳 47,335,200 0 47,335,200 60.13 36,761,599 10,573,601 

2 北京英富

森软件股

份有限公

司 

4,800,000 0 4,800,000 6.10 0 4,800,000 

3 伊犁火烧

云信息科

技有限公

司 

2,774,000 -6,000 2,768,000 3.52 0 2,768,000 

4 北京锐意

秋江咨询
2,097,000 -3,000 2,094,000 2.66 0 2,0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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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5 罗明 1,570,400 0 1,570,400 2.00 945,000 625,400 

6 顾引奇 1,475,800 14,000 1,489,800 1.89 0 1,489,800 

7 北京欧立

方网络信

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1,480,000 0 1,480,000 1.88 0 1,480,000 

8 上海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做市

专用证券

账户 

673,200 142,800 816,000 1.04 0 816,000 

9 北京小微

互联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756,000 -12,000 744,000 0.95 0 744,000 

10 华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做市

专用证券

账户 

704,000 -26,400 677,600 0.86 0 677,600 

合计 63,665,600 109,400 63,775,000 81.03 37,706,599 26,068,401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赵金艳女士与罗明先生为夫妻关系，罗明持有北京小微互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20%

股权，其余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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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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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 2016年 3月 18日的签署的公开转让说明书内承诺如下： 

公司全体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签订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对外担保、重大投资、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的情况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及其对公司影响，个人的诚信状况，公司近两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公司重大诉讼、仲

裁及未决诉讼、仲裁事项情况及其影响出具了声明及承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就从关联企业领取报酬及

其他情况出具了声明及承诺。 

报告期内对以上承诺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函》、《规范关联交易承诺函》及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各自的义务，未出现违法、违规现象和重大缺

陷，能够切实履行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未出现占用公司资金及对外担保的情况；

不存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关联企业领取报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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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积极履行企业应尽的社会义务，依法履行纳税义务，保护员工合法权益，支持所在地区经济发

展。公司将提高创新力度打造绿色安全的产品，提升用户服务和体验和公司一体化竞争力，实现长期、

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公司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在新疆、西藏相继成立子公司，支持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

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在公司获得人力资源的同时，不断向社会提供工作岗位，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 

公司未来将继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将社会责任意识融入到发展实践中，认真做好每一项对社会有

益的工作，尽全力做到对社会负责、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每一位员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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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6,968,875.82 32,121,2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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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0,189.37 1,398,584.91 

预付款项 3,012,682.40 750,441.23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834,012.28 847,254.9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89,764.92 206,467.47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121.80 7,777.97 

流动资产合计 37,546,646.59 35,331,745.12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4,001,879.80 93,985,86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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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321.42 559,125.64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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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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28,806.36 24,377,811.99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22,659.81 238,373.2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3,539.29 123,538.93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8,389,206.68 119,284,719.57 

资产总计 155,935,853.27 154,616,4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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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677.86 532,868.61 

预收款项 4,719,279.18 10,175,471.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024,399.44 924,055.85 

应交税费 6,102,644.81 5,968,553.22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58,583.72 131,7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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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70,585.01 17,732,657.7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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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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合计 12,470,585.01 17,732,657.7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78,720,000.00 78,72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848,236.03 1,848,236.0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273,858.47 2,273,858.47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57,959,303.17 51,144,965.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40,801,397.67 133,987,059.67 

少数股东权益 2,663,870.59 2,896,747.2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3,465,268.26 136,883,806.9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55,935,853.27 154,616,464.69 

 法定代表人：___罗明______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刘浪____会计机构负责人：__李良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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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1,324,730.66 23,676,2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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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000.00   

预付款项 2,494,630.19 495,230.19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1,993.39 56,631.59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5,261,354.24 24,228,126.98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07,008.68 507,008.68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44,419,950.00 44,419,95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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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70,400.00 21,030,540.0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66,059.91 73,399.92 

递延所得税资产 71,105.62 71,105.62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65,334,524.21 66,102,004.22 

资产总计 90,595,878.45 90,330,1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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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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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502,000.00   

预收款项 1,753,000.00 7,351,800.00 

应付职工薪酬 34,300.97 38,942.76 

应交税费 2,330,592.21 1,888,349.78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491.52 5,0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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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0,384.70 9,284,1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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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合计 6,620,384.70 9,284,153.02 

所有者权益：   

股本 78,720,000.00 78,72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848,236.03 1,848,236.0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273,858.47 2,273,858.47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133,399.25 -1,796,116.32 

所有者权益合计 83,975,493.75 81,045,978.1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90,595,878.45 90,330,1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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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3,357,714.82 10,646,529.42 

其中：营业收入 13,357,714.82 10,646,529.42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6,397,370.64 7,729,866.04 

其中：营业成本  4,928,404.27 5,110,6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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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9.61 46,171.18 

销售费用 60,319.82 406,544.92 

管理费用 1,371,754.40 2,123,864.02 

财务费用 -15,708.95 53,018.54 

资产减值损失 42,151.49 -10,35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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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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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0,344.18 2,916,663.38 

加：营业外收入 7,550.01   

减：营业外支出 13,903.22 9,588.7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953,990.97 2,907,074.67 

减：所得税费用 521,054.94 1,051,922.9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432,936.03 1,855,1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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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232,876.69 -583.13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665,812.72 1,855,734.81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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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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2,936.03  1,855,151.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6,665,812.72 1,855,734.8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32,876.69 -583.13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8 0.0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8 0.02 

 法定代表人：____罗明_____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刘浪______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_李良_____ 

  



公告编号：2018-018 

 

- 17 - 

 

4.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7,002,830.19 4,782,547.17 

减：营业成本 3,267,536.12 4,197,811.47 

税金及附加 20.38 39,189.06 

销售费用 3,255.09 6,839.00 

管理费用 299,126.51 1,229,151.56 

财务费用 -16,428.25 51,241.56 

资产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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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449,320.34 -741,685.48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4,588.71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449,320.34 -746,274.19 

减：所得税费用 519,804.77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929,515.57 -746,274.19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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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2,929,515.57 -746,274.19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4 -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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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并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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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289.54 5,561,3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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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21,290.03 1,1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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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063.14 3,861,081.8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17,642.71 9,423,557.9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13,552.66 360,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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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6.70 3,425.43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905,954.39 739,675.92 

支付的各项税费 566,864.15 1,173,089.5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003,057.54 2,439,765.1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993,785.44 4,716,716.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76,142.73 4,706,841.9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18,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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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0,000.00 418,2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7,297.80 

投资支付的现金  418,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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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200.00 455,49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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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800.00 -37,29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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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2,342.73 4,669,544.1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2,121,218.55 861,035.5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968,875.82 5,530,579.71 

法定代表人：___罗明______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_刘浪____会计机构负责人：___李良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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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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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17,170.2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1,328.45 4,587,698.7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2,698.70 4,587,698.7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000.00 268,200.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9,130.36 97,116.71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6,348.88 920,623.5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91,754.00 2,747,224.9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14,233.24 4,033,165.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1,534.54 554,533.5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18,2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9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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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8,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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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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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2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0,0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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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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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1,534.54 2,454,533.5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3,676,265.20 16,458.7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324,730.66 2,470,992.26 



公告编号：2018-018 

 

- 21 - 

 

北京九天云竹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