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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公司董事王君平先生、
任杭中先生、独立董事施光耀先生、徐衍修先生及杨芳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本
次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利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君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黄琼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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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770,510,727.67

2,061,495,090.19

-14.12%

1,037,726,629.29

1,013,688,146.74

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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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2,435.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35,108.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284.29

合计

4,314,320.8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461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王利平

境内自然人

22.54%

122,987,603

任杭中

境内自然人

10.98%

59,906,632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6%

38,515,787

质押

2,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5%

28,104,062

质押

28,104,062

境内自然人

5.02%

27,407,786

20,555,839 质押

2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2%

7,204,552

质押

7,200,000

0.86%

4,688,365

广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宁波兆泰投资有
限公司
王君平
宁波广联投资有
限公司

92,240,702 质押

数量
122,714,724

46,397,149

宁波融合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其他
限合伙）
吕强

境内自然人

0.54%

2,933,300

吴海洋

境内自然人

0.49%

2,666,000

杨燕

境内自然人

0.42%

2,303,40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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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广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8,515,787 人民币普通股

38,515,787

王利平

30,746,901 人民币普通股

30,746,901

宁波兆泰投资有限公司

28,104,062 人民币普通股

28,104,062

任杭中

13,509,483 人民币普通股

13,509,483

宁波广联投资有限公司

7,204,552 人民币普通股

7,204,552

王君平

6,851,947 人民币普通股

6,851,947

4,688,365 人民币普通股

4,688,365

吕强

2,933,300 人民币普通股

2,933,300

吴海洋

2,6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66,000

杨燕

2,303,406 人民币普通股

2,303,406

宁波融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王利平先生通过直接持股及其配偶钟燕琼
女士控制的广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29.60%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广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利平先生间接控制的公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司。王利平先生与王君平先生虽系兄弟关系，但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宁波兆泰投资有

说明

限公司、宁波广联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职工出资设立的公司。杨燕虽系公司董事任杭中
长兄之配偶，但两者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宁波融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
公司核心管理人员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其余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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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

期末数

期初数

94,241,598.94

变动金额

323,654,354.89

-229,412,755.95

变动增幅

变动原因说明

-70.88% 主要系用于偿还借款及购
买理财

交易性金融资产
预付款项

172,579,237.24

94,767.07

172,484,470.17

182008.87% 系期末未赎回的理财产品

66,880,333.66

110,905,476.93

-44,025,143.27

-39.70% 主要系互联网广告服务业
预付款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12,381,733.48

125,900,526.24

-113,518,792.76

-90.17% 主要系未赎回的理财产品
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在建工程
交易性金融负债

25,081,873.23

2,585,267.60

5,793,297.73

--

22,496,605.63
5,793,297.73

870.18% 主要系本期新建厂房
100.00% 系远期结售汇合约公允价
变动

应付票据

64,550,000.00

25,310,000.00

39,240,000.00

155.04% 主要系期末包含了用于贴
现的银行承兑汇票

应付账款

193,141,899.61

338,235,857.47

-145,093,957.86

-42.90% 主要系本期支付了到期采
购款

预收款项

14,324,554.08

22,114,492.11

-7,789,938.03

-35.23% 主要系互联网广告服务业
预收款减少

应交税费

11,167,362.10

30,648,475.22

-19,481,113.12

-63.56% 主要系年初应交税费在本
期交纳

一年内到期的非

-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229,619.45

10,168,297.43

-100.00% 系本期偿还借款

流动负债
其他综合收益

10,397,916.88

4428.33% 主要系汇元通外币报表折
算差额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营业税金及附加

年初到报告期末
4,809,543.13

上年同期

变动金额

8,439,399.56

-3,629,856.43

变动增幅

变动原因说明

-43.01% 主要系公司应交增值税减
少，应交的附加税相应减少

投资收益

3,931,094.81

-2,442,813.24

6,373,908.05

260.92% 主要系公司持有的汇元通
长投收益以及公司购买理
财产品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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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据公司与Geoswift Holding Limited（汇元通控股）以及宁波韦德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业绩承诺方即汇元通控股向公司承诺于业绩承诺期内（即2016年、2017年、2018年），汇元通公司每年度承诺税前利润应分
别不低于2,900万美元、3,900万美元及4,900万美元，如汇元通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实际实现的税前利润总数和未达到合计承诺
税前利润，则应依据双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所确定的计算方式，由业绩承诺方以美元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
汇元通公司2016年度至2018年度经审计后实际实现的税前利润总和未能达到合计承诺税前利润数。
公司于2019年4月4日依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所确定的计算方式，确定现金补偿金额2,300万美元并书面
通知业绩承诺方汇元通控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宁波韦德，函告需补偿金额，要求履行业绩补偿承诺。汇元通控股在收到
通知书后，与公司沟通协商业绩补偿款支付事宜，2019年4月13日，公司收到债务人汇元通控股与连带责任保证人宁波韦德
出具的《现金补偿承诺函》：其二者确认业绩补偿款金额为2,300万美元，汇元通控股与宁波韦德承诺不晚于2019年9月30日
向公司偿付业绩补偿款并结清逾期利息（自2019年4月19日起，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逾期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标
准计算）。
公司已聘请专业律师跟进介入此事，通过向汇元通控股及宁波韦德发送《律师函》等措施，要求履行业绩补偿承诺。截
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共计收到宁波韦德偿付的业绩补偿款人民币220万元。如后续公司未能收到剩余补偿款项，将对公司
的业绩产生较大的影响。公司将严格依据协议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继续督促业绩承诺方及保证人支付业绩补偿
款。

2、报告期内，公司对广博（越南）实业有限公司增资250万美元，投资金额由400万美元增加至650万美元，越南公司
注册资本相应由93,380,000,000越南盾变更为151,742,500,000越南盾。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对越南公司已累计实际出资450万
美元（含设备及现金出资）。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汇元通
公司 13.94%股权所涉业绩承诺实现情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具体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04 月 24 日

况的公告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
公告编号：2019-02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以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实施股份回购，已于2018年11月29日届满。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回购股份账户共计回购股份总
额11,350,478股，占公司总股本2.0803%。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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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2019 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
500

元）

至

3,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7,746.50

2018 年度公司产生较大亏损主要系对灵云传媒资产组及持有的汇元通长期
股权投资计提大额减值所致。
2015 年公司因收购了西藏山南灵云传媒有限公司，形成了金额较大的商誉，
该等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要在各会计年末进行减值测试。截至 2018 年
末，灵云传媒虽累计完成承诺利润，但未完成 2018 年度承诺利润，公司计
提了大额商誉减值。公司将在 2019 年度终了对灵云传媒资产组进行减值测
试，若灵云传媒未来经营中仍不能较好地实现预计收益，剩余商誉将面临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继续计提资产减值的风险，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尚未全额收回汇元通控股业绩补偿款，上述业绩补偿
款存在回收风险，公司将在 2019 年度终了对此部分业绩补偿款判定是否需
要单项减值测试，若发生减值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此事项将对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造成较大影响。
注：上述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暂未考虑灵云大额商誉减值以及汇元通
控股业绩补偿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理财产品

值变动损益

171,027,837.24

远期外汇合约
合计

本期公允价

1,551,400.00
-5,793,297.73

171,027,837.24 -4,241,897.73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 报告期内
入金额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5,420,774.50 172,579,237.24 自有资金
-1,382,397.07

-5,793,297.73 自有资金

4,038,377.43 166,785,939.51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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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合计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119,152.78

17,102.78

0

119,152.78

17,102.78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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