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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

公司、我

公司、圣

博润 

 

指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券

商、西部

证券 

 

指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

务所 

指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内网安全

管理系统 

 

 

指 

在内网安全防护的机密性、可信性、可控性和可靠性四要

素基础上，通过对计算机准入控制、计算机安全加固、计

算机运行维护、计算机安全审计、移动存储介质注册等多

个方面的综合管理，为用户打造一个安全、可信、规范、

健康的内网环境。 

（堡垒主

机）内控

管理平台 

 

指 

产品定位于内网服务器、数据库、网络设备等的集中帐号

管理、集中认证、集中授权、集中审计，使非法操作无处

遁形，使运维工作更安全！更快捷！更高效！ 

信息安全

等级保护

综合管理

系统 

 

 

指 

一套适用于我国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业务管理的综合信

息管理平台。通过该平台，可对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中

定级、备案、安全建设整改、等级测评和安全检查等各个

工作环节中的信息和数据进行集中管理和统计分析，并对

上述各个工作环节的工作流程进行规范化管理。 

等级保护

检查工具

箱 

 

 

指 

一款专为等级保护工作监管部门研发的等级保护检查支撑

工具。依据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设计和

开发，可为相关部门等级保护检查工作的执行提供专业化

的技术支撑，指导并协助执法民警快速、高效地开展信息

安全等级保护检查工作，提升工作效率，提高检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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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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孟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高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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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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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时间 2009-02-18 

证券简称 圣博润 

证券代码 430046 

转让方式 做市转让方式 

法定代表人 孟岗 

董事会秘书 杨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21479568X 

注册资本 9,599.22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56号西区 64楼第七层 711房间 

联系电话 010-82138088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56号西区 64楼第七层 711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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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096,696.86    305,817,359.60  -6.4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1,421,750.55    251,222,913.49  -7.8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9.23% 17.87%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9.30% 17.88%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3,655,020.55    20,809,865.82 -34.3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801,162.94 -12,162,192.10 -62.8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801,162.94 -12,162,192.10 
-62.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55,235.31      -42,532,818.05  -17.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4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4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1% -6.98%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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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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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87,450 60.21 0 59,587,450 60.2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321,626 5.38 0 5,321,626 5.38 

      董事、监事、高管 5,526,252 5.58 0 5,526,252 5.58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9,384,250 39.79 0 39,384,250 39.7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9,006,876 19.20 0 19,006,876 19.20 

      董事、监事、高管 21,707,250 21.93 0 21,707,250 21.93 

      核心员工 7,180,000 7.25 -812,000.00 6,368,000 6.43 

     总股本 98,971,700 — 0 98,971,7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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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岗 24,328,502  0  24,328,502  24.58  19,006,876  5,321,626  

2 臧佳 16,733,500  -361,000  16,372,500  16.54  0  16,372,500  

3 北京博润

海天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8,250,000  0  8,250,000  8.34  8,250,000  0  

4 江苏毅达

并购成长

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

合伙） 

5,333,200  0  5,333,200  5.39  0  5,333,200  

5 北京天星

凌云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3,997,000  0  3,997,000  4.04  0  3,997,000  

6 北京航天

科工信息

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

合 伙） 

3,750,000  0 3,750,000  3.79  0  3,750,000  

7 任戟 2,159,000 840,000  2,999,000  3.03  0  2,9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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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赵峰 2,297,000 0  2,297,000  2.32  2,297,000  0  

9 卢信群 1,880,000  0  1,880,000  1.90  0  1,880,000  

10 龙勇 1,770,000  0  1,770,000  1.79  1,770,000  0  

合计 70,498,202 479,000 70,977,202 71.72 31,323,876 39,65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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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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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05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是 是 2018-006 

2018-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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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 - -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是 是 是 2017-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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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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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审计报告正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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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4,306.65      60,897,90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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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99,913.82    139,562,483.84  

预付款项     44,513,547.48       7,278,27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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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09,942.19      13,888,795.0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51,380,728.08      37,270,104.46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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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     -8,650,190.02       1,186,904.14 

流动资产合计   238,408,248.20    260,084,469.70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00,000.00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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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1,727.19      17,563,6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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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36,153.24      24,360,969.45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20,568.23          808,250.52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7,688,448.66      45,732,889.90  

资产总计   286,096,696.86    305,817,359.6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0,000,000.00     4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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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8,008.64       7,200,165.05  

预收款项      1,542,981.68       1,477,421.6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833,256.41       4,831,497.13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175,070.80       1,184,515.71  

应付分保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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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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29,317.53      54,693,59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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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29,317.53      54,693,599.5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98,971,700.00      98,971,7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79,783,132.05      79,783,132.0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899,368.84       8,899,368.84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3,767,549.66      63,568,712.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31,421,750.55    251,222,913.49  

少数股东权益        -554,371.22           -99,153.4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0,867,379.33    251,123,760.0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86,096,696.86    305,817,359.60  

 法定代表人：孟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高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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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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2,636.03         60,598,7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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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99,913.82        139,562,483.84  

预付款项   44,513,547.48           7,278,277.39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9,220,388.73           6,262,295.02  

存货   51,380,728.08         37,270,104.46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8,650,190.02           1,186,904.14  

流动资产合计          231,507,024.12        252,158,776.67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00,000.00           3,0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8,160,000.00           8,16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0,031,727.19         17,563,6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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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36,153.24         24,360,969.45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92,548.99              773,400.52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55,720,429.42         53,858,039.90  

资产总计          287,227,453.54        306,016,816.5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0,000,000.00         4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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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8,008.64           7,200,165.05  

预收款项              1,542,981.68           1,477,421.68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834,323.26           4,829,700.11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173,390.80           1,183,4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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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28,704.38         54,690,7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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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28,704.38         54,690,702.5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98,971,700.00        98,971,7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79,783,132.05         79,783,132.0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899,368.84           8,899,368.84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4,344,548.27         63,671,913.1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1,998,749.16        251,326,114.0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287,227,453.54        306,016,8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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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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55,020.55    20,809,865.82 

其中：营业收入   13,655,020.55    20,809,865.82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5,762,588.82 33,353,389.40 

其中：营业成本     9,133,605.31    18,103,5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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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98.07           83,702.58  

销售费用   13,759,983.42     5,744,727.84  

管理费用     9,152,336.78      7,432,747.76  

财务费用        538,216.41         401,033.73  

资产减值损失     3,059,348.83      1,587,6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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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8,869.86         107,368.1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0,668,698.41     -12,436,155.42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0,668,698.41    -12,436,155.42  

减：所得税费用       -412,317.71        -233,252.1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0,256,380.70  -12,202,903.26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929,015.84           -83,084.00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20,256,380.70  -12,202,903.26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455,217.76          -40,711.16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801,162.94  

 

-12,162,192.10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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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6,380.70  -12,202,903.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9,801,162.94 -12,162,192.1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55,217.76          -40,711.16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20 -0.1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20 -0.14 

 法定代表人：孟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高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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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39,356.47  20,809,865.82  

减：营业成本   9,133,605.31  18,103,537.75  

税金及附加     119,098.07       83,677.58  

销售费用 13,759,983.42    5,744,727.84  

管理费用   9,046,430.31    7,432,747.76  

财务费用     537,496.17      400,993.73  

资产减值损失          2,127,656.46           1,495,72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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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8,399.94      107,368.16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9,646,513.33          -12,344,178.42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9,646,513.33  

 

        -12,344,17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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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费用           -319,148.47     -224,359.16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9,327,364.86          -12,119,819.26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19,327,364.86          -12,119,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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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7,364.86          -12,119,819.26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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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31,623.00       44,307,9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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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8,399.94            107,368.1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544,513.38       10,314,541.8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7,714,536.32       54,729,847.3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5,904,933.92       83,788,9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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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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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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62,738.69         7,204,369.15  

支付的各项税费        2,116,715.87            229,863.5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385,383.15         6,039,471.7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7,869,771.63       97,262,665.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55,235.31      -42,532,8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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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2,430.82             99,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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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2,430.82             99,45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2,430.82            -99,45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1,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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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00       13,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000,000.00       44,8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000,000.00         5,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35,932.07            419,5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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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5,932.07         5,419,533.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5,932.07       39,380,4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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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43,598.20  -3,251,801.3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0,897,904.85       47,783,092.3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454,306.65       44,531,291.01  

法定代表人：孟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波          会计机构负责人：高亚立 

 

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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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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15,489.00        44,208,537.40  

收到的税费返还      1,438,399.94           107,368.1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534,488.62        10,314,541.8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7,688,377.56     54,630,447.3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5,904,933.92        83,788,961.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0,442,261.17         7,204,369.15  

支付的各项税费      2,113,677.22           226,150.7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095,218.15         4,794,431.7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7,556,090.46     96,013,912.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867,712.90    -41,383,4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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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2,430.82            99,45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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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2,430.82            99,45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2,430.82        -99,45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1,8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8,000,000.00        13,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000,000.00     44,8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000,000.00         5,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35,932.07           419,533.33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535,932.07      5,419,533.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5,932.07        39,380,4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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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56,075.79     -2,102,448.5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0,598,711.82        46,529,819.1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442,636.03     44,427,37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