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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 指 山东鼎讯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前身山东鼎讯

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股份公司、鼎讯股份 指 山东鼎讯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鼎讯控股 指 山东鼎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山东鼎讯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山东鼎讯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山东鼎讯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主办券商、天风证券 指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山东文康(济南)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管理

的股份转让平台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三会议事规则 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

事会议事规则》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关联关系 指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

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齐鲁交通信息 指 齐鲁交通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国资委 指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安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智能交通系统(ITS) 指 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将先进的电子技术、信

息技术、传感器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集成运用于地面

交通管理所建立的一种实时、准确、高效、大范围全

方位发挥作用的交通运输管理系统。 

GIS 指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Information System),是

以地理空间数据库为基础,在计算机软硬件的支持

下,运用系统工程和信息科学的理论,科学管理和综

合分析具有空间内涵的地理数据,以提供管理、决策

等所需信息的技术系统。 

PGIS 指 警 用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Polic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是以公安信息网络为基础,以

警用电子地图为核心,以地理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服

务于公安业务管理、信息共享和决策支持的可视化为

目标的重要信息化基础设施,是地理信息技术与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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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相结合的产物,是公安信息化的高端应用,

可以有效地拉动公安信息整合、信息共享,实现部、

省、市互联互通,全面提升公安信息化应用水平。 

物联网 指 通过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传感器、射频识别(RFID)

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红外感应器、激光扫描器、气

体感应器等各种装置与技术,实时采集任何需要监

控、连接、互动的物体或过程,其目的是实现物与物、

物与人,所有的物品与网络的连接,方便识别、管理和

控制。 

云计算 指 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通

常涉及通过互联网来提供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

化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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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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邹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真保证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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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

准确、完整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是 √否 

是否审计 □是 √否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备查文件 

1.报告期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批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正本及公告原稿；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3.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4.2019 年 9月 30 日全体股东名册、非流通股股东名册与限售股份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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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山东鼎讯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Shandong Dingxu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Co., Ltd 

证券简称 鼎讯股份 

证券代码 832918 

挂牌时间 2015-07-28 

普通股股票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转让 

分层情况 创新层 

法定代表人 邹锋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于国亮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

书任职资格 

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571674949W 

注册资本（元） 51,500,000.00 

注册地址 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 608 号 3 号楼 9层 905 室 

电话 0531-80983858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 608 号 3 号楼 9层 905 室(邮政编码 250001) 

主办券商 天风证券 

 

(二) 行业信息 

□适用 √不适用 

 

(三)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61,746,167.80 157,205,336.27 2.8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5,385,751.76 135,353,690.79 0.0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6.30% 13.9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6.30% 13.90% - 

 

 

 
  本报告期

（7-9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比例%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年初至报告期

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498,616.45 103.12% 19,587,843.95 87.3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4,358.59 72.99% 32,060.97 1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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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1,394.92 35.41% -1,263,475.28 -0.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40,180.35 -240.27% -25,966,698.74 -34.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计算） 

-0.30% - 0.0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0.75% - -0.93%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营业收入说明：公司延续上年项目正常实施的收入确认。 

2.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说明：随营业收入的变化，同步变化，二者变动幅度一致。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说明：2019 年年初预付一年期房租以及为了完成项目交付供货支付了 

大量的货款。 

 

补充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空)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72,504,239.22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72,504,239.2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5,603,765.55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5,603,765.55   

 

年初至报告期末（1-9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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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4,1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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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524,160.30 

所得税影响数 228,624.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295,536.25 

 

(四) 报告期期末普通股股本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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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73,750 62.28% 18,560,000 50,633,750 98.3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0 0.00% 18,500,000 18,500,000 35.92% 

董事、监事、高管 288,750 0.56% -1,000 287,750 0.56% 

核心员工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9,426,250 37.72% -18,560,000 866,250 1.6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8,500,000 35.92% -18,500,000 0 0.00% 

董事、监事、高管 866,250 1.68% 0 866,250 1.68% 

核心员工      

总股本 51,500,000 - 0 51,5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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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交通信息

集团有限公司 

18,500,000 0 18,500,000 35.9223% 0 18,500,000 

2 山东鼎讯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6,900,000 0 16,900,000 32.8155% 0 16,900,000 

3 济南尧尚贸易

有限公司 

3,033,000 0 3,033,000 5.8893% 0 3,033,000 

4 尚杰 1,410,000 0 1,410,000 2.7379% 0 1,410,000 

5 李春雨 1,350,000 0 1,350,000 2.6214% 0 1,350,000 

6 徐文静 1,216,000 0 1,216,000 2.3612% 0 1,216,000 

7 邓慧晴 1,192,000 0 1,192,000 2.3146% 0 1,192,000 

8 姚征 1,000,000 0 1,000,000 1.9417% 0 1,000,000 

9 谢春杰 990,000 -1,000 989,000 1.9204% 742,500 24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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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辛春 900,000 0 900,000 1.7476% 0 900,000 

合计 46,491,000 -1,000 46,490,000 90.27% 742,500 45,747,50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  存续至本期的债券融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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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是否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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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仲裁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对外担保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资

金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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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股权激励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股份回购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 已事前及时

履行 

是 2018-015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

押的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失信情况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重要事项详情及自愿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一） 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 其他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诚信经营、按时纳税、积极吸纳就业和保障员工合法权益，立足本职尽到了一个企

业对社会的企业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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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对社会负责，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每一位员工负责。 

 

三、 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1. 报告期内的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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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2. 报告期内的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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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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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2,872,184.75 53,730,845.21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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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20,093.27 69,040,039.42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3,909,852.96 299,108.31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437,636.90 316,999.99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45,512,223.88 29,221,549.43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640,938.00 971,570.86 

流动资产合计 158,292,929.76 153,580,113.22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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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715,646.00 962,224.85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39,389.51 164,584.2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731,078.40 666,407.1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67,124.13 1,832,006.78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453,238.04 3,625,223.05 

资产总计 161,746,167.80 157,205,336.2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9,000.00 4,5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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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9,062.80  

应付账款 16,280,163.74 12,967,977.88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364,744.97 755,757.90 

应交税费 16,019.99 3,550,444.70 

其他应付款 21,424.54 77,465.00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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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6,360,416.04 21,851,645.48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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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60,416.04 21,851,645.4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51,500,000.00 51,5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7,774,519.40 47,774,519.4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012,307.60 4,012,307.6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2,098,924.76 32,066,863.7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5,385,751.76 135,353,690.79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5,385,751.76 135,353,690.7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61,746,167.80 157,205,336.27 

法定代表人：邹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建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真 

 

2.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7-9

月） 

 上期金额（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

告期期末金额

（1-9 月） 

一、营业总收入 4,498,616.45 2,214,747.98 19,587,843.95 10,457,323.38 

其中：营业收入 4,498,616.45 2,214,747.98 19,587,843.95 10,457,3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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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5,626,146.66 4,034,651.35 20,766,058.89 11,728,055.50 

其中：营业成本 1,256,740.70 1,111,217.95 8,924,615.29 3,360,525.81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644.10 24,090.42 80,082.77 93,395.90 

销售费用 1,944,996.09 1,107,928.91 4,876,944.54 2,728,545.99 

管理费用 1,284,565.69 981,271.06 3,639,788.17 2,822,091.59 

研发费用 1,208,160.93 772,857.39 3,420,306.63 2,524,298.07 

财务费用 -68,960.85 37,285.62 -175,678.51 199,198.14 

其中：利息费用  36,929.33 67,860.01 232,300.89 

利息收入 70,906.87 28,614.68 250,438.99 69,564.03 

加：其他收益 725,925.10 235,182.15 1,524,160.30 398,9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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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0.00 7,956.16 -234,115.69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0.00 0.00 -317,870.71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401,605.11 -1,576,765.06 111,829.67 -1,189,668.79 

加：营业外收入  100,394.60  100,394.60 

减：营业外支出  1,404.92  4,6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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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401,605.11 -1,477,775.38 111,829.67 -1,093,905.80 

减：所得税费用 2,753.48 19,525.30 79,768.70 77,105.7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404,358.59 -1,497,300.68 32,060.97 -1,171,0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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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亏损以

“-”号填列） 

-404,358.59 -1,497,300.68 32,060.97 -1,171,011.53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 - 

1.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04,358.59 -1,497,300.68 32,060.97 -1,171,011.53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

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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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

值变动 

    

（5）其他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

动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 

 

 -  

（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额 

    

（5）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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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

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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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358.59 -1,497,300.68 32,060.97 -1,171,011.53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404,358.59 -1,497,300.68 32,060.97 -1,171,011.53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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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 -0.01 -0.04 0.00 -0.03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0.00 -0.03 

法定代表人：邹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建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真 

 

3.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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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0,465.00 14,705,5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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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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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1,031,760.30 398,934.0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83,274.92 1,221,262.7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335,500.22 16,325,739.1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7,588,132.78 27,080,96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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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公告编号：2019-032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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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6,172.97 4,391,222.53 

支付的各项税费 4,408,771.10 1,579,076.4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359,122.11 2,562,144.3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302,198.96 35,613,409.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966,698.74 -19,287,6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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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103.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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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103.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4,103.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66,4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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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0.00 17,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9,522.5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8,522.52 83,415,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500,000.00 20,5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67,860.01 232,3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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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1.25 996,225.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436,381.24 21,728,525.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17,858.72 61,686,4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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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58,660.46 42,398,804.0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3,730,845.21 927,828.5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872,184.75 43,326,632.55 

法定代表人：邹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建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