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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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八达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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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券商、第一创业 指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本年度 指 2019年 1 月 1 日至 2019年 3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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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绍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大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保瑞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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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查文件目录】 

文件存放地点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备查文件 

1．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

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2．报告期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 

的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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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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时间 2016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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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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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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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77-63861616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径川中路 524号  325405 

主办券商 第一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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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297,074.77 330,841,292.70 -3.7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3,584,194.54 239,795,310.92 1.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3.47% 27.52% - 

资产负债率（合并） 23.47% 27.52%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59,659,265.78 64,898,953.82 -8.0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88,883.62 4,001,655.01 -5.3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788,883.62 4,001,655.01 -5.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7,452.96 -18,766,994.07 109.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36 0.0249 -5.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36 0.0249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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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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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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1.62%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上升原因主要是公司加大应收账款的回收力度，春节前工程款大

量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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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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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费用 844,705.62 341,997.49   

研发费用  502,708.1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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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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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72,500 25.85%  41,572,500 25.8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38,437,500 23.90%  38,437,500 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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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员工 1,581,000 0.98% -2,000 1,579,000 0.98%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19,227,500 74.15%  119,227,500 74.1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15,312,500 71.71%  115,312,500 71.71% 

      董事、监事、高管 3,915,000 2.43%  3,915,000 2.43% 

      核心员工 0 0%  0 0% 

     总股本 160,800,000 - 0 160,8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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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股东人数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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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朱梓贵 257,000 -2,000 255,000 0.16% 0 2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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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362,000 -2,000 159,360,000 99.09% 119,227,500 40,13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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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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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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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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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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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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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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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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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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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报告期内的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报告期内的权益分派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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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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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3,597,409.93 12,592,65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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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9,064,095.09 103,329,171.74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5,390,213.79 5,948,266.95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9,084,904.95 18,286,374.3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32,109,225.58 140,415,49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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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9,082.29 1,797,374.46 

流动资产合计  270,854,931.63 282,369,3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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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70,893.75 44,225,158.05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3,971,249.39 4,246,795.62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7,442,143.14 48,471,953.67 

资产总计  318,297,074.77 330,841,2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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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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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1,096,732.93 69,047,976.30 

其中：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61,096,732.93 69,047,976.30 

预收款项  509,622.37 469,361.42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509,278.83 399,316.64 

应交税费  1,574,807.91 1,553,043.41 

其他应付款  11,022,438.19 19,576,284.01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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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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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74,712,880.23 91,045,9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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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合计  74,712,880.23 91,045,9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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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5,364.88 6,845,364.8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1,554,302.75 37,765,419.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43,584,194.54 239,795,310.92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43,584,194.54 239,795,310.9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18,297,074.77 330,841,2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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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59,659,265.78 64,898,953.82 

其中：营业收入  59,659,265.78 64,898,953.82 

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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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55,169,184.67 59,797,513.30 

其中：营业成本  54,336,563.91 59,424,42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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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89.03 44,105.11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409,238.93 341,997.49 

研发费用  1,376,896.21 502,708.13 

财务费用  -8,609.74 346.30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9,862.16 4,508.93 

资产减值损失  -984,093.67 -516,072.45 

信用减值损失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62,075.34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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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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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0,081.11 5,163,5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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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0,081.11 5,163,515.86 

减：所得税费用  701,197.49 1,161,860.85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788,883.62 4,001,6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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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8,883.62 4,001,6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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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788,883.62 4,001,6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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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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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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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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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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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8,883.62 4,001,655.0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788,883.62 4,001,6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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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6 0.0249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36 0.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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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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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06,678.56 90,760,2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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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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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0,076.19 4,207,857.7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4,166,754.75 94,968,130.1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1,248,635.29 107,094,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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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5,358.95 2,785,358.95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88,096.50 2,467,559.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307,211.05 1,388,193.2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2,329,301.79 113,735,124.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7,452.96 -18,766,9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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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62,0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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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832,700.00 1,210,9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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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700.00 1,210,925.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2,700.00 3,851,1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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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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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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752.96 -14,915,844.5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592,656.97 30,114,291.9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597,409.93 15,198,4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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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