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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点点客 指 点点客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季度报告 指 点点客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

报告 

报告期 指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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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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刘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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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客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Dodoc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挂牌时间 2012 年 12 月 18 日 

证券简称 点点客 

证券代码 430177 

转让方式 做市转让 

法定代表人 黄梦 

董事会秘书 姜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69412218R 

注册资本 277,276,325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 498 号 19 号楼 3 楼 

联系电话 021-33375666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 88 号越虹广场 B 座 17、18、19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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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133,321.48  183,672,554.05 -22.0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4,854,610.60  149,384,363.78 -23.1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8.87% 35.78%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9.76% 18.67%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97,004,380.21  132,278,937.07  -26.6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529,753.18  -35,054,690.0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553,430.93  -34,995,070.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800,278.28  -17,401,482.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14% -14.4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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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0,785.5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00,0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463.33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023,6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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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6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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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07,204 68.49  2,176,500  192,083,704 69.2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35,784,586 12.91 
- 35,784,586 12.91 

董事、监事、高管 23,132,447 8.34  1,927,500  25,059,947 9.04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87,369,121 31.51  -2,176,500  85,192,621 30.7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51,497,770 18.57 
- 

51,497,770 
18.57 

董事、监事、高管 84,493,232 30.47  -2,176,500  82,316,732 29.69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277,276,325 100.00 - 277,276,325 100.00 

     普通股股东人数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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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梦 66,232,693 - 66,232,693 23.89 49,674,520 16,558,173 

2 刘毅 21,646,887 - 21,646,887 7.81 16,235,166 5,411,721 

3 胡敏 21,049,663 - 21,049,663 7.59 - 21,049,663 

4 上海艾云慧信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17,836,790 - 17,836,790 6.43 - 17,836,790 

5 金园 10,817,966 - 10,817,966 3.90 - 10,817,966 

6 上海张江浩成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10,567,100 - 10,567,100 3.81 - 10,567,100 

7 詹晓康 8,160,000 -40,000 8,120,000 2.93 - 8,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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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青岛海尔股权

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8,090,000 - 8,090,000 2.92 - 8,090,000 

9 栾铁军 6,909,946 -249,000 6,660,946 2.40 5,182,460 1,478,486 

10 徐张生 6,389,880 - 6,389,880 2.30 6,389,880 - 

合计 177,700,925 -289,000 177,411,925 63.98 77,482,026 99,929,899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黄梦和胡敏为夫妻关系；刘毅和金园为夫妻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没

有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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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201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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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遵循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大力实践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努力履行着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

公司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公司发展的重要位置，将社会责任意识融入到发展实践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支持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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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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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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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45,418.96  53,387,1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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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70,833.54  32,209,958.23  

预付款项 12,211,302.76  15,535,06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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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6,776.02  4,348,39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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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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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738.20  210,461.19  

流动资产合计 65,962,069.48  105,691,068.40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805,091.30  2,805,091.3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642,692.69  2,642,692.69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6,499,895.86  7,055,8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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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7,340.00  2,097,340.00  

开发支出   

商誉 61,879,010.41  61,879,010.41  

长期待摊费用 1,237,894.54  1,492,190.44  

递延所得税资产 9,327.20  9,327.20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77,171,252.00  77,981,485.65  

资产总计 143,133,321.48  183,672,5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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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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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5,942,949.19  5,554,104.65  

预收款项 8,290,122.49  9,871,289.73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546,868.33  4,625,777.20  

应交税费 2,988,827.92  7,497,947.68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8,266,493.96  6,495,6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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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35,261.89  34,044,7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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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448.99  243,448.99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43,448.99  243,448.99  

负债合计 28,278,710.88  34,288,190.2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277,276,325.00  277,276,325.00  

其他权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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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75,578.05  175,578.0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254,175.00  254,175.00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390,680.63  4,390,680.6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67,242,148.08  -132,712,394.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4,854,610.60  149,384,363.78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4,854,610.60  149,384,363.7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43,133,321.48  183,672,554.05  

                                         

 法定代表人：_____黄梦____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_刘毅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刘毅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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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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1,488.68  18,326,87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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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2,621.39  12,303,309.65 

预付款项 5,695,826.13  2,806,191.41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204,185.98  3,160,1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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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590.89  137,313.88 

流动资产合计 17,438,713.07  36,733,810.92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805,091.30  2,805,091.3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25,343,852.42  125,343,852.42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458,263.28  5,666,7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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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支出   

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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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待摊费用 1,237,894.54  1,492,190.44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0,000.00  150,0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4,995,101.54  135,457,890.29 

资产总计 152,433,814.61  172,191,7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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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620,290.87  4,808,885.66 

预收款项 3,414,509.12  7,172,428.47 

应付职工薪酬 1,837,000.00  2,416,565.48 

应交税费 -617,493.57  1,237,327.54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66,237,061.06  45,979,7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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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91,367.48  61,615,0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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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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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74,491,367.48  61,615,001.34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77,276,325.00  277,276,325.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75,578.05  175,578.0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254,175.00  254,175.00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390,680.63  4,390,680.6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04,154,311.55  -171,520,058.81  

所有者权益合计 77,942,447.13  110,576,699.8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52,433,814.61  172,191,7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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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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04,380.21  132,278,937.07  

其中：营业收入 97,004,380.21  132,278,937.07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32,557,811.14  167,274,007.45  

其中：营业成本 82,940,748.98  111,187,0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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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94.51  104,663.98  

销售费用 18,280,698.95  34,249,622.64  

管理费用 31,333,461.66  22,046,523.00  

财务费用 -58,692.96  -313,8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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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兑收益（损失以“兑收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产处号填列） -180,785.58  

其他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5,734,216.51  -34,995,070.38  

加：营业外收入 1,211,700.00  0.00  

减：营业外支出 7,236.67  59,619.67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4,529,753.18  -35,054,690.05  

减：所得税费用 0.00  0.0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4,529,753.18  -35,054,690.05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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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34,529,753.18  -35,054,6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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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29,753.18  -35,054,690.05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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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29,753.18  -35,054,690.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4,529,753.18  -35,054,6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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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 -0.1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2 -0.13 

  

法定代表人：_____黄梦____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_刘毅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刘毅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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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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0,284.13  12,318,791.87  

减：营业成本 696,012.71  819,467.23  

税金及附加 6,607.00   

销售费用 13,513,936.04  26,448,854.29  

管理费用 28,853,089.36  15,013,509.60  

财务费用 -562.39  -114,49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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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处号填列）   

其他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3,828,798.59  -29,848,540.67  

加：营业外收入 1,200,000.00  0.00  

减：营业外支出 5,454.15  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2,634,252.74  -29,848,540.67  

减：所得税费用 0.00  0.00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2,634,252.74  -29,848,540.67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32,634,252.74  -29,848,54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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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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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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34,252.74  -29,848,540.67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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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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97,233.70  144,695,6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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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93,086.78  25,458,012.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3,090,320.48  170,153,662.5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8,038,028.21  124,914,1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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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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2,043,786.60  26,859,699.62  

支付的各项税费 3,166,156.58  2,390,634.0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6,642,627.37 33,390,704.2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9,890,598.76  187,555,145.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800,278.28  -17,401,4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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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09.43  215,8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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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09.43  215,844.3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51,0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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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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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0.00  10,351,094.3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509.43  -10,135,25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7,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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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79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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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7,951,79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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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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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389.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7,952,1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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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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41,768.85  -19,584,544.0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3,387,187.81  131,023,440.0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645,418.96  111,438,896.00  

 

法定代表人：_____黄梦____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_刘毅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刘毅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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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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4,165.20  14,877,355.81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739,214.04  110,843.1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2,893,379.24  14,988,198.9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744,969.02  5,247,512.0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6,075,688.43  17,285,375.22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9,668.83  212,458.4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5,898,443.83  25,095,677.3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8,928,770.11  47,841,023.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35,390.87  -32,852,8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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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801.3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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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0.00  10,259,801.3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10,259,8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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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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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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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8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0.00  -389.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3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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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5,390.87  -43,112,235.5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326,879.55  99,606,862.0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91,488.68  56,494,626.56  

 

 

点点客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