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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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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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池天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池天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

启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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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2、 列示未出席董事会的董事姓名及未出席的理由 

不适用 

3、 豁免披露事项及理由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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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北京睦合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Beijing Muhed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MUHEDA) 

挂牌时间 2016 年 04月 11日 

证券简称 睦合达 

证券代码 836801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 

法定代表人 池天宇 

董事会秘书 张启龙（ZHANG QILONG）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6828579402 

注册资本 44,473,500.00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6号院 3号楼 29层 2901 室 

联系电话 010-84785327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6号院 3号楼 29层 29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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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39,807.18 181,274,299.21 11.1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5,183,374.84 126,687,804.00 14.6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7.96% 30.11% - 

资产负债率%（合并） 27.96% -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31,868,607.82 2,668,944.24 1,094.0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96,477.51 -934,429.19 2,090.1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71,477.48 -934,371.58 2,076.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400,259.97 10,514,585.09 522.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06 8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06 8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8% -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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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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企业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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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11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500,000.11 

所得税影响数 125,000.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375,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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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14,854 61.87% 0 27,514,854 61.8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261,675 25.32% 0 11,261,675 25.32% 

董事、监事、高管 3,266,100 7.34% 0 3,266,100 7.34%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6,958,646 38.13% 0 16,958,646 38.1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630,845 12.66% 0 5,630,845 12.66% 

董事、监事、高管 9,798,300 22.03% 0 9,798,300 22.03%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44,473,500 — 0 44,473,5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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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清洁 16,892,520  0 16,892,520  37.98% 5,630,845  11,261,675  

2 池天宇 5,472,000  0 5,472,000  12.30% 4,104,000  1,368,000  

3 北京点通宝科

技有限公司 
4,588,500 0 4,588,500  10.32%  1,529,501  3,058,999  

4 王硕 4,560,000  0 4,560,000  10.25% 3,420,000  1,140,000  

5 沈阳盈泰万通

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4,403,200  0 4,403,200  9.90% 0 4,403,200 

6 刘秀华 2,857,980  0 2,857,980  6.43% 0 2,85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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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孙翯 1,995,000  0 1,995,000  4.49% 1,496,250  498,750  

8 黎佳林 655,500  0 655,500  1.47% 491,625  163,875  

9 于海佳 655,500  0 655,500  1.47% 0 655,500  

10 胡海波 313,500  0 313,500  0.70% 235,125  78,375   

合计 42,393,700 0 42,393,700 95.31% 16,907,346 25,486,354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于海佳为北京点通宝科技有限公司总裁；赵清洁妻子程英光为北京点通宝科技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大股东。 

2、王硕的配偶为赵清洁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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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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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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201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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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06 

股权激励事项 否 - - - 

承诺事项 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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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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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没有直接参与扶贫项目。 

公司与北京绿创公益基金会合作，为其提供驾驶行为量化评分，帮助其对良好驾驶行为进行补贴奖

励，将造成死伤、贫困的车祸尽量避免，达到免死、免残、免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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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46,492,866.96 94,353,9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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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65 38,499,352.58 

预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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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16,304.68 27,194,865.1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758,571.90 3,030,230.88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3,400,583.52 13,720,126.94 

流动资产合计 189,769,833.71 176,798,483.75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904,3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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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6,060.60 2,092,13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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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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278.18 1,149,529.0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321,244.93 377,935.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371,996.43 856,216.58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769,973.47 4,475,815.46 

资产总计 201,539,807.18 181,274,2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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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7,000.00 4,814,000.00 

预收款项 45,189,663.20 33,652,390.7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375,898.61 1,136,504.93 

应交税费 6,037,415.71 12,939,229.41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96,454.82 2,044,3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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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56,432.34 54,586,495.2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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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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56,432.34 54,586,495.2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44,473,500.00 44,473,5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0,453,514.62 10,453,514.6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95,606.67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0,907,429.36 10,907,429.3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79,444,537.53 60,853,360.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5,183,374.84 126,687,804.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01,539,807.18 181,274,299.21 

 法定代表人：池天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池天宇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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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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492,866.96 94,353,9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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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65 38,499,352.58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9,116,304.68 27,194,865.10 

存货 758,571.90 3,030,230.88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3,400,583.52 13,720,126.94 

流动资产合计 189,769,833.71 176,798,483.75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904,3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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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6,060.60 2,092,13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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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278.18 1,149,529.0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321,244.93 377,935.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371,996.43 856,216.58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769,973.47 4,475,815.46 

资产总计 201,539,807.18 181,274,2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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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7,000.00 4,814,000.00 

预收款项 45,189,663.20 33,652,390.78 

应付职工薪酬 1,375,898.61 1,136,504.93 

应交税费 6,037,415.71 12,939,229.41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93,804.82 2,044,3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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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53,782.34 54,586,4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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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53,782.34 54,586,495.21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4,473,500.00 44,473,5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0,453,514.62 10,453,514.6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95,606.67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0,907,429.36 10,907,429.36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79,447,187.53 60,853,360.0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5,186,024.84 126,687,804.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201,539,807.18 181,274,2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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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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68,607.82 2,668,944.24 

其中：营业收入 31,868,607.82 2,668,944.24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9,035,044.11 3,603,142.97 

其中：营业成本 3,431,988.06 634,6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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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061.92 2,508.22 

销售费用 1,489,711.43 614,504.17 

管理费用 5,846,579.10 2,189,312.76 

财务费用 -74,415.81 -537,398.53 

资产减值损失 -1,936,880.59 699,6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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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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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47,360.45 -934,198.73 

加：营业外收入 500,000.11  

减：营业外支出  230.46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3,447,360.56 -934,429.19 

减：所得税费用 4,850,883.05 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8,596,477.51 -934,4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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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96,477.51 -934,4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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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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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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96,477.51 -934,429.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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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 -0.06 

（二）稀释每股收益 0.42 -0.06 

 法定代表人：池天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池天宇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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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68,607.82 2,668,944.24 

减：营业成本 3,431,988.06 634,611.44 

税金及附加 278,061.92 2,508.22 

销售费用 1,489,711.43 614,504.17 

管理费用 5,849,229.10 2,189,312.76 

财务费用 -74,415.81 -537,398.53 

资产减值损失 -1,936,880.59 699,6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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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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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44,710.45 -934,198.73 

加：营业外收入 500,000.11  

减：营业外支出  230.46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3,444,710.56 -934,429.19 

减：所得税费用 4,850,883.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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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8,593,827.51 -934,429.19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18,593,827.51 -934,4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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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93,827.51 -934,429.19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42 -0.06 

（二）稀释每股收益 0.42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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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36,786.79 14,020,1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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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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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8,739.52 654,668.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5,595,526.31 14,674,866.4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458,246.73 934,5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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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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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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9,520.09 2,106,652.5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626,465.13 3,886,418.1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801,034.39 3,586,995.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195,266.34 10,514,585.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400,259.97 4,160,281.3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13,7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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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96.74 10,00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5,098.00 25,937.79 

投资支付的现金 1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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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075,098.00 25,525,937.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61,301.26 -15,525,937.7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0,315,37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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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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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00.00 10,315,37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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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0,000.00 10,315,37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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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8,958.71 -1,050,278.6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4,353,908.25 32,696,414.6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6,492,866.96 31,646,135.92 

法定代表人：池天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池天宇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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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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36,786.79 14,020,198.28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158,739.52 654,668.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5,595,526.31 14,674,866.4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458,246.73 934,518.7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309,520.09 2,106,652.5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626,465.13 3,886,418.1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801,034.39 3,586,995.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195,266.34 10,514,585.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400,259.97 4,160,281.3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13,7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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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96.74 10,00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5,098.00 25,937.79 

投资支付的现金 1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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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075,098.00 25,525,937.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61,301.26 -15,525,937.7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0,315,377.74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7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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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00.00 10,315,37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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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00.00 10,315,37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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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8,958.71 -1,050,278.6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4,353,908.25 32,696,414.6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6,492,866.96 31,646,135.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