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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八达股份 指 浙江八达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会 指 浙江八达隧道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 

股东大会 指 浙江八达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浙江八达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浙江八达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浙江八达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三会”议事规则 指 浙江八达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工作指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作

指引（试行）》 

主办券商、第一创业 指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会计师、大信所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六和所 指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期 指 2018年 7月 1 日至 2018年 9月 30 日 

年初到报告期末 指 2018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 9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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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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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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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八达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ZHEJIANG BADA TUNNEL ENGINEERING CO,.LTD 

证券简称 八达股份 

证券代码 839306 

法定代表人 陈绍业 

挂牌时间 2016 年 9月 28日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转让 

分层情况 创新层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

负责人 
徐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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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303007043645664 

注册资本 160,800,000 

注册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径川中路 524号 

联系电话 0577-63861616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径川中路 524号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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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360,964,580.38  359,369,617.22 0.4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6,237,015.07  244,824,426.17 4.66% 

资产负债率 29.01% 31.87% -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比例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

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比

例 

营业收入  45,120,907.74  -18.01%  192,699,411.64  -2.8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22,980.04  -11.65%  11,412,588.90  -1.9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65,602.09 -42.35% 10,308,672.21 -11.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30,003.72 -14.75%  -17,057,746.19  31.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 0.07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 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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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 - 4.55%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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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500.00 

2．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86.42 

3．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2,075.34 

其中：理财产品产生的投资收益 62,075.3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471,888.92 

所得税影响数 367,972.2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103,916.69 

 

（三）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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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至期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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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00,000 23.45% 3,872500 41,572,500 25.8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7,700,000 23.45% 737,500 38,437,500 23.90% 

      董事、监事、高管   1,305,000 1,305,000 0.81% 

      核心员工   1577,000 1,577,000 0.98%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23,100,000 76.55% -3,872,500 119,227,500 74.1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6,050,000 72.17% -737,500 115,312,500 71.71% 

      董事、监事、高管 5,220,000 3.24% -1,305,000 3,915,000 2.44% 

      核心员工 1,830,000 1.14% -1,830,000 0  

     总股本 160,800,000 - 0 160,8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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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绍业 78,458,000  78,458,000 48.79% 58,843,500 19,614,500 

2 朱梓双 75,292,000  75,292,000 46.82% 56,469,000 18,823,000 

3 朱奇 3,070,000  3,070,000 1.91% 2,302,500 767,500 

4 姜山 1,000,000  1,000,000 0.62% 750,000 250,000 

5 徐大云 700,000  700,000 0.44% 525,000 1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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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朱梓贵 385,000 -123,000 262,000 0.16% 0 262,000 

7 莫艳辉 150,000  150,000 0.09% 112,500 37,500 

8 李杰 150,000  150,000 0.09% 112,500 37,500 

9 李然 150,000  150,000 0.09% 112,500 37,500 

10 徐明波 135,000  135,000 0.08% 0 135,000 

合 计 159,490,000 -123,000 159,367,000 99.09% 119,227,500 40,139,50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陈绍业与朱梓双为甥舅关系，朱梓双与朱奇为父子关系，其余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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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

资金 
否 

- - -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 - -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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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今后出现的同业竞争现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

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 

1、非为公司利益之目的，本人将不直接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产品生产或业务经营； 

2、本人将不会投资于任何与公司的产品生产或业务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企业； 

3、本人保证将促使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以下并称“关联企业”）不直接或不间接从事、不

参与或不进行与公司的产品生产或业务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4、本人所参股的企业，如从事与公司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或业务经营，本人将避免成为该等企业的

第一大股东或获得该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5、如公司此后进一步扩展产品或业务范围，本人或关联企业将不与公司扩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

争，如本人或关联企业与公司扩展后的产品或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则本人将亲自或促成关联企业

采取措施，以按照最大限度符合公司利益的方式退出该等竞争，包括但不限于： 

（1）停止生产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2）停止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3）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4）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公司来经营。 

报告期内，上述承诺人均遵守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二、 股份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为保证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和公司的健康平稳运营，自愿将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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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股份参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中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持有

的股份的相关规定进行有效期锁定，分三批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让，每批进入的数量均为

其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一。进入的时间分别为股份公司成立满一年、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股

份公司股份。 

2017年 1月 17日公司挂牌后首次发行股票 1000万股，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股票登记之日起即行限售，限售期 12个月。 

报告期内，上述承诺人均遵守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作为公众公司，诚信经营，按时纳税，积极吸纳就业和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高效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达标。在追求经济效益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 

 

（三）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四）董事会秘书变动情况及任职资格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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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8,052,361.66  30,114,2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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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1,623,681.97  128,247,845.18 

预付款项 3,908,891.13  4,789,529.53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3,757,812.36  13,903,603.3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48,092,610.85  120,243,485.03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802,891.02  5,202,908.50 

流动资产合计 310,238,248.99  302,501,663.51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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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20,877.08  52,314,303.17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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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05,454.31  3,253,650.54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50,726,331.39  56,867,953.71 

资产总计 360,964,580.38  359,369,6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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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1,062,903.73  97,315,103.88 

预收款项 4,207,119.65  7,669,139.8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786,883.07  1,925,666.37 

应交税费 2,983,566.17  3,495,066.08 

其他应付款 3,687,092.69  4,140,2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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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27,565.31  114,545,1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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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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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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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104,727,565.31  114,545,191.0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60,800,000.00  160,8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4,384,526.91  34,384,526.91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6,881,535.29  5,740,276.4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54,170,952.87  43,899,622.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56,237,015.07  244,824,426.17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6,237,015.07  244,824,426.1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60,964,580.38  359,369,617.22 

法定代表人：__陈绍业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徐大云         会计机构负责人：_郭保瑞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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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报告期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45,120,907.74   55,032,933.83  

其中：营业收入  45,120,907.74   55,032,933.83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42,969,623.72   50,949,125.93  

其中：营业成本  39,025,862.86   46,911,6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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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63.81   576,067.49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716,903.35   805,501.31  

研发费用  2,133,471.77   3,350,844.15  

财务费用  -27,595.63   -1,681.68  

资产减值损失  57,517.56   -693,284.50  

加：其他收益  1,410,500.0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1,369.86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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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1,784.02   4,135,177.76  

加：营业外收入   75,000.43  

减：营业外支出  662.73   30,00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561,121.29   4,180,178.19  

减：所得税费用  638,141.25   871,723.4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922,980.04   3,308,45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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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2,980.04   3,308,45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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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2,980.04   3,308,454.77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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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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2,980.04   3,308,454.7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922,980.04   3,308,45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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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 陈绍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徐大云        会计机构负责人： 郭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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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92,699,411.64   198,297,418.78  

其中：营业收入  192,699,411.64   198,297,418.7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78,673,933.29   183,148,751.23  

其中：营业成本  170,115,125.75   176,128,3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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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352.02   987,306.07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3,644,234.53   2,568,715.67  

研发费用  6,484,892.67   3,841,462.26  

财务费用  -35,886.76   -45,059.47  

资产减值损失  -1,792,784.92   -332,011.63  

加：其他收益  1,410,500.00   -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62,075.34   51,369.86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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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8,053.69   15,200,037.41  

加：营业外收入   150,000.86  

减：营业外支出  686.42   60,00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5,497,367.27   15,290,038.27  

减：所得税费用  4,084,778.37   3,649,418.4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1,412,588.90   11,640,6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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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2,588.90   11,640,6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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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2,588.90   11,640,6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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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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2,588.90   11,640,619.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1,412,588.90   11,640,6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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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 陈绍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徐大云        会计机构负责人： 郭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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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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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620,454.68  243,680,2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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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50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15,149.40  2,258,203.9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3,546,104.08  245,938,410.9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36,989,736.09  255,033,6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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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0,079.22  8,760,059.18 

支付的各项税费  4,385,841.73  5,609,241.9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088,193.23  1,388,193.2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0,603,850.27  270,791,172.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57,746.19  -24,852,761.7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   1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62,075.34  513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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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2,075.34   10,051,369.8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66,259.44   3,098,318.05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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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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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6,259.44  18,098,318.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95,815.90  -8,046,948.1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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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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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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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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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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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1,930.29  -32,899,709.9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0,114,291.95  60,497,202.4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052,361.66  28,097,390.69 

法定代表人： 陈绍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徐大云        会计机构负责人： 郭保瑞 

 

 

浙江八达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