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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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永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道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陈道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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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上年度末

末增减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调整后

调整后

3,308,632,880.35

3,164,587,742.78

3,164,587,742.78

4.55%

913,352,522.33

879,565,903.40

879,565,903.40

3.84%
年初至报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年初至报
期增减
告期末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调整后

1,032,827, 1,094,367, 1,094,367,
163.07

916.44

916.44

-698,468.4 24,619,929 24,619,929
5

.12

.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3,547,827 21,889,418 21,889,418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

.35

16,490,813 196,040,10 196,040,10

-5.62%

-102.84%

-116.21%

-91.59%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3,130,891, 2,746,339, 2,746,339,
672.04

018.30

018.30

36,838,081 60,873,661 60,873,66
.24

.49

1.49

24,160,914 51,127,739 51,127,73
.54

.97

9.97

234,245,94 629,970,91 629,970,9

调整后
14.00%

-39.48%

-52.74%

-62.82%

3.86

3.32

13.32

0.0626 -102.88%

0.0937

0.1548

0.1548

-39.47%

0.0626

0.0626 -102.88%

0.0937

0.1548

0.1548

-39.47%

2.94%

2.94%

4.11%

7.27%

7.27%

-3.16%

.73

5.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8

0.06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8%

（元）

.35

调整后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5.35

-3.0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近两年来，随着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即富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即富”）业务规模的扩大，布放 POS
机的金额有所上升，根据上海即富经营业务的实际变化，为更可靠、真实地反映业务的经营情况，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布放 POS 机折旧费用由“管理费用”调整至“营业成本”核算，同时按会计准则要求对以前年度布放的 POS 机折旧费用进行追
溯调整。变更会计政策后，第三方支付业务的营业成本核算内容更符合可靠性、相关性原则。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布放 POS 机的折旧费用按照相关性原则计入上海即富的营业成本核算内容中。该项会计政策变更，
仅影响利润表中的营业成本和管理费用，对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均无影响。

3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09 月 21 日刊登于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德威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582,870.24

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德威普”）处置其名下的房产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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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47,508.03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184,774.2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613,051.95

减：所得税影响额

9,455,385.4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677,166.70

合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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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说明
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13,834.2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92%；实现利润总额20,402.56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16.4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83.8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9.48%；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
330,863.29万元，较期初增加4.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1,335.25万元，较期初增加3.84%。其中，上海即
富实现营业总收入275,987.93万元，同比增长18.56%；实现归属于上海即富股东的净利润26,862.41万元，同比增加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11,938.1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3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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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7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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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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嘉兴乾德精一投
19.84%

78,000,000

78,000,000 质押

境内自然人

7.30%

28,692,110

21,519,082

境外法人

6.10%

23,990,806

王雁铭

境内自然人

4.91%

19,295,224

叶春华

境内自然人

3.03%

11,918,800

2.12%

8,352,361

资合伙企业（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260,000

限合伙）
黄喜胜
键桥通讯技术有
限公司

23,990,800

质押

国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国通信
托·恒升 318 号证 其他
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刘伟

境内自然人

2.07%

8,138,416

胡兰

境内自然人

1.13%

4,445,171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3,931,200

境内自然人

0.92%

3,605,921

深圳精一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李春辉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23,990,806 人民币普通股

23,990,806

王雁铭

19,295,224 人民币普通股

19,295,224

叶春华

11,91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18,800

8,352,361 人民币普通股

8,352,361

刘伟

8,138,416 人民币普通股

8,138,416

黄喜胜

7,173,028 人民币普通股

7,173,028

胡兰

4,445,171 人民币普通股

4,445,171

深圳精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9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931,200

李春辉

3,605,921 人民币普通股

3,605,921

陈南京

3,594,256 人民币普通股

3,594,256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
托·恒升 318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女士通过“国通信托·恒升 318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

说明

简称“本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份，刘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女士的姐姐，深圳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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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精一”）为嘉兴乾德精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乾德精一”）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精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刘辉女士控制的企业。乾德精一与本信托计划、刘伟、深圳精一构成一致行动人。本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叶春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918,700 股外，还通过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000,100 股，实际合
计持有 11,918,800 股。公司股东刘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42,000 股外，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996,416 股，
况说明（如有）

实际合计持有 8,138,416 股。公司股东胡兰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12,500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132,671
股，实际合计持有 4,445,171 股。公司股东深圳精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931,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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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19,813.90万元，增幅45.75%，主要系本报告期末结算备付金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280.80万元，增幅81.11%，主要系期初至本报告期末收到票据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9,758.46万元，增幅84.53%，主要系本期预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持有待售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1,715.95万元，减幅100%，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全资子公司德威普完成房产处
置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2,332.19万元，减幅81.32%，主要系上年待抵扣进项税额在年初至报告期末抵扣
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10,802万元，减幅100%，主要系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本科目核算
金额调整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10,802万元，增幅100%，主要系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核算金额调整至本科目所致；
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865.17万元，减幅47.75%，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使用票据结算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了4,693.69万元，减幅57.72%，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缴纳所得税以及对上年末未抵
扣的进项税进行抵扣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4,809.57万元，减幅70.50%，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支付上年计提的年终奖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284.53万元，增幅114.76%，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系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影响所
致；
少数股东权益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15,021.68万元，增幅398.16%，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上海即富实现净利润
26,828.68万元，少数股东按55%的持股比例计算享有权益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税金及附加本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减少238.86万元，减幅31.11%，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毛利较去年同期下
降对应缴纳流转税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本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减少8,825.58万元，减幅45.96%，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硬件销售减少导致
返现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本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3,520.90万元，增幅79.74%，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研发投入较去年同期增
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5,244.67万元，增幅100%，主要系公司执行财政部关于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会计准则，新增信用减值损失进行核算，本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对发放贷款及垫款计提坏账较
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减少2,026.21万元，减幅104.82%，主要系公司执行财政部关于关于修订
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会计准则，将部分原来计入资产减值损失的项目调整计入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投资收益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减少550.64万元，减幅111.00%，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对联营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损失较去年同期增多所致；
营业外收入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减少284.38万元，减幅38.32%，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与日常经营无关的政府补
助款项较去年同期增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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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减少204.49万元，减幅45.14%，主要系上年同期上海即富发生服务业引导资金返
还款300万元所致；
年初至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2,403.56万元，减幅39.48%，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计
提信用减值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减少39,572.50万元，减幅62.82%，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末支
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以及毛利率下降，对应缴纳流转税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55,881.17万元，增幅86.99%，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归还
了较多的银行借款且上海即富进行了利润分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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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公司持股 5%股东减持股份事项
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收到股东王雁铭女士发出的《减持股份计划告知函》。持本公司股份19,656,000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比例5.00%）的股东王雁铭女士计划自2019年5月22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十个自然日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
份393,12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10%。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持股5%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公司分别于2019年6月19日、2019年6月27日、2019年7月15日接到王雁铭女士的《关于减持亚联发展股票的告知函》、
《关于减持亚联发展股票进展告知函》、《关于减持亚联发展股票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告知函》。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年6月20日、2019年6月28日、2019年7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进展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19-048）、《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2）。截至2019年7月16日，王雁铭女士减
持计划实施期限已届满，2019年6月18日至2019年7月16日期间王雁铭女士合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49,9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063568%。截至本报告期末，王雁铭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9,295,2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1%。

2、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事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公
司住所由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后海大道2388号怡化金融科技大厦24层变更至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
一路28号达实大厦1902。公司已于2019年9月20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8）。

3、关于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
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增资并对外投
资及签署收购股份意向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即富以其自有资金对其全资子公司SINGAPORE
JFP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PTE.LTD.（以下简称“新加坡即富”）进行增资，同意新加坡即富以100万美元认购印
尼PT. E2PAY GLOBAL UTAMA（以下简称“E2PAY”）发行的155,500股新股，同意新加坡即富出资40万美元与E2PAY、
GENESIS BUSINESS HOLDINGS PTE. LTD共同在印尼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报告期内，新加坡即富完成对E2PAY股份的认购，
E2PAY已于2019年2月20日完成股权变更手续并取得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法律与人权部颁发的《集体股证书》。
印尼合资公司PT CANDYPAY GLOBAL UTAMA已于2019年6月26日完成注册。截至2019年9月30日，PT CANDYPAY
GLOBAL UTAMA的全体股东已按照出资计划的50%进行首期出资，新加坡即富已于2019年9月30日出资20万美金，后续部
分将根据经营情况逐步实缴到位。
公司于2019年9月1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收购新加坡EZY
NET PTE LTD 30%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即富的全资子公司新加坡即富拟以5,603,852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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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收购EZY30%的股份，2019年9月20日新加坡即富与EZY NET PTE LTD、SIM CHIN HWA、YOHANNES HARTANTO、
GENESIS BUSINESS HOLDINGS PTE.LTD.共同签署了《关于EZY NET PTE LTD 49,000股普通股的股份买卖协议》。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收购新加坡EZY NET PTE
LTD30%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6）。

4、关于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项
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为进一步巩固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即富的控股权并增强公司在第三方支付行业的
影响力，同时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
本的20%，即78,624,000股（含本数），并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本
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收购上海即富20%股权及偿还银行贷款或其他有
息负债。募集资金投向最终以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同意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9
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80）。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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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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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75.01%

至

-65.01%

2,500

至

3,500
10,002.64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首先，公司因市场竞争加剧整体毛利率下滑导致盈利能力下降；其次，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对联营和合营企业的投资亏损预计较去年增加；最后，公司根据
谨慎性原则，拟对部分资产计提减值，以上因素导致公司全年利润预
计较上年下降。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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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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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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浙江即富自有资金

2,200

0

0

银行理财产品

浙江即富自有资金

2,100

0

0

4,300

0

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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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永彬
2019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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