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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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龙慧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跃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跃香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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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列示未出席董事会的董事姓名及未出席的理由 

董事万青松因个人原因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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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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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 

 

 

 

 



                                                                                   公告编号：2019-015 

证券代码：833982                          证券简称：龙腾农贷                       主办券商：南京证券 

5 
 

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高邮市龙腾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Gaoyou longteng rural microfinance co., LTD 

证券简称 龙腾农贷 

证券代码 833982 

挂牌时间 2015-11-3 

普通股股票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转让 

分层情况 基础层 

法定代表人 龙慧斌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李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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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2100006017298X5 

注册资本（元） 150,000,000 

注册地址 高邮市送桥镇送桥村王庄组 1 号 

电话 051485088345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高邮市送桥镇送桥村王庄组 1 号  225621 

主办券商 南京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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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743,092.46 174,431,621.57 0.7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3,283,890.52 172,887,293.06 0.2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40% 0.8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40% 0.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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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8,111.77 2,534,188.34 17.1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6,597.46 901,803.79 -56.0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71,004.30 741,334.38 -49.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18,159.69 14,370,540.73 -51.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006 -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00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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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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 0.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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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 0.42% - 

 

财务数据重大变动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比上年

同期下降了56.02%和49.95%，主要是因为本季度的贷款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142.06万元，

这是不良贷款阶段性反弹现象，后期会通过加大追讨力度实现债权，从而减少贷款损失。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下降 51.86%，主要是因为客户贷款净增加额今年比上

年同期多 723.35 万元，即今年发放贷款和收回贷款都比上年同期各增加 3949 万元和 3225.6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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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4,324.22 

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00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34,124.22 

所得税影响数 8,531.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5,5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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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25,000 48.35% 0 72,525,000 48.3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5,825,000 3.88% 0 5,825,000 3.88% 

      核心员工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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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77,475,000 51.65% 0 77,475,000 51.6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60,000,000 40% 0 60,000,000 40% 

      董事、监事、高管 17,475,000 11.65% 0 17,475,000 11.65%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150,000,000 - 0 15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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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慧斌 60,000,000 0 60,000,000 40% 60,000,000 0 

2 扬州神游羽绒

制衣有限公司 

23,299,000 0 23,299,000 15.53% 0 23,299,000 

3 高邮市北方动

力机械有限公

司 

23,300,000 0 23,300,000 15.53% 0 23,300,000 

4 胡志贞 23,300,000 0 23,300,000 15.53% 17,475,000 5,825,000 

5 沈爱红 20,101,000 0 20,101,000 13.41% 0 20,101,000 

合计 150,000,000 0 150,000,000 100% 77,475,000 72,525,00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公司股东龙慧斌直接持有公司 40%的股权，为实际控制人。公司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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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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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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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201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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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事项 否      

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 是 是 2018-026 

201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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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详情及自愿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公司努力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在高邮市送桥实验小学设立“龙腾小

贷捐资助学基金”，每年捐赠 1万元，用于奖励品学兼优、家境困难的学生；积极参加扬州市小贷协会

与扬州电视台“新闻女生帮你忙”栏目爱心捐赠活动，定期向各小学贫困学生捐资 5千元-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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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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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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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580,125.68 8,625,3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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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83.88 119,342.94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507,446.44 532,969.49 

其中：应收利息  507,446.44 532,969.49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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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10,207,656.00 9,277,665.14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124,008,300.00 131,626,900.00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9,171,970.00 33,17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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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04.17 40,88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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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872.24 297,677.61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00,490.05 13,498.05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5,535,436.46 165,153,956.43 

资产总计  175,743,092.46 174,431,6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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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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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92.78 351,542.78 

应交税费  77,137.42 930,015.73 

其他应付款  2,157,521.74 94,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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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0,451.94 1,375,5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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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750.00 168,750.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68,750.00 168,750.00 

负债合计  2,459,201.94 1,544,328.5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475,662.94 3,475,662.9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506,250.00 506,250.00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817,053.00 2,817,053.00 

一般风险准备  12,209,365.00 12,209,365.00 

未分配利润  4,275,559.58 3,878,962.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73,283,890.52 172,887,293.06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3,283,890.52 172,887,293.0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75,743,092.46 174,431,621.57 

法定代表人：龙慧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跃香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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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7,734.41 2,534,188.34 

其中：营业收入  2,968,111.77 2,534,188.34 

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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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39622.64  

二、营业总成本  2,729,548.11 1,580,972.37 

其中：营业成本  577,513.26 851,2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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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56.32 16,701.46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资产减值损失  2,133,678.53 713,046.05 

信用减值损失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4,324.22 214,6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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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510.52 1,167,839.79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200 664.6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12,310.52 1,167,175.18 

减：所得税费用  15,713.06 265,371.3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96,597.46 901,8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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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597.46 901,8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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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597.46 901,803.79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0 -2,081,25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0 -2,08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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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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08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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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08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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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597.46 -1,179,446.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96,597.46 -1,179,4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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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 0.006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006 

法定代表人：龙慧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跃香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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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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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9,952.71 3,177,292.10 

客户贷款及垫款所收回的现金   80,099,500.00 47,84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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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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08,058.36 5,970.9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5,297,511.07 51,026,263.0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所支付的现金   74,510,000.00 35,0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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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337.50 461,937.67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65,308.38 701,943.2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00,705.50 471,841.4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8,379,351.38 36,655,722.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18,159.69 14,370,540.7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4,324.22 214,6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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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034,324.22 25,214,623.8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20,996,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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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996,970.00 31,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62,645.78 -5,785,3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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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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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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4486.09 8,585,164.5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744,695.65 4,179,434.5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700,209.56 12,764,599.14 

 

法定代表人：龙慧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跃香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跃香 



                                                                                   公告编号：2019-015 

证券代码：833982                          证券简称：龙腾农贷                       主办券商：南京证券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