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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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唐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翠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建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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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596,078,586.12 2,558,069,228.92 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966,269,554.69 1,979,997,388.96 -0.6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4,381,604.70 24.70% 669,830,670.54 3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677,216.02 70.95% 70,003,725.11 4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5,675,071.12 252.34% 60,338,685.94 79.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134,671.84 111.32% -141,536,649.88 8.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87 73.94% 0.1077 42.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84 73.17% 0.1066 42.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4% 0.45% 3.52%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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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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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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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4,975.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62,187.8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49,621.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1,205.92  

合计 9,665,03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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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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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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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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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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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唐健 境内自然人 27.94% 180,432,744 176,904,000 质押 67,910,000 

刘翠英 境内自然人 13.25% 85,577,283 85,577,283 质押 13,205,900 

深圳市特区建发智慧

交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3.00% 83,965,017 0   

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远致富海并购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5.15% 33,273,942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云南信托·大西部

丝绸之路 2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38% 8,920,455 0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

银行－陕国投－陕国

投·新毅创赢定向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09% 7,043,001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新趋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99% 6,362,341 0   

张天虚 境内自然人 0.87% 5,649,964 0   

#张加珍 境内自然人 0.87% 5,630,739 0   

上海朴易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朴易至尚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3% 4,716,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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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特区建发智慧交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3,965,017 人民币普通股 83,965,017 

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远致富海并购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273,942 人民币普通股 33,273,942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

托·大西部丝绸之路 2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8,920,455 人民币普通股 8,920,455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陕国

投－陕国投·新毅创赢定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7,043,001 人民币普通股 7,043,00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

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6,362,341 人民币普通股 6,362,341 

张天虚 5,649,964 人民币普通股 5,649,964 

#张加珍 5,630,739 人民币普通股 5,630,739 

上海朴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朴

易至尚证券投资基金 
4,716,800 人民币普通股 4,716,800 

唐健 3,528,744 人民币普通股 3,528,744 

龙荣春 3,408,6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8,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唐健先生与刘翠英女士为夫妻关系，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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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

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的张加珍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53,400 股，还通过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777,339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63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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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幅度 说明 

预付款项 19,633,596.52 9,721,069.05 101.97% 
主要因本期增加捷顺桌面上云项目的投入、总

部基地工程款预付、分公司房租预付。 

存货 171,633,678.90 122,662,252.87 39.92% 
主要因签单增幅较大，为年末旺季出货做库存

准备。 

其他流动资产 5,421,497.30 1,547,826.14 250.27% 
主要为2018年预缴的企业所得税还未退回所

致。 

长期股权投资 39,658,243.10 21,263,902.38 86.51% 
主要因本期增加对“惠州交投惠停车管理有限

公司”等联营企业的投资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 1,784,975.24 - 本期出售常州投资性房地产。 

在建工程 164,045,964.29 91,552,231.62 79.18% 本期持续投入捷顺科技总部基地建设项目。 

短期借款 130,000,000.00 100,000,000.00 30.00% 本期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3,732,149.65 73,678,916.44 -67.79% 主要因上年年底预提年终奖年初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5,703,378.38 34,508,349.62 -83.47% 
主要因上年年底计提的所得税、增值税年初缴

纳完毕。 

其他应付款 61,851,566.14 44,399,031.97 39.31% 主要因捷停车代收付业务增长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2,989,700.00 56,267,722.40 -76.91% 本期回购第三期限制性股票。 

库存股 54,940,828.78 306,214,565.22 -82.06% 
主要因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未解锁股票以及从二级市场回购的部分股票。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幅度 说明 

营业收入 669,830,670.54 503,586,940.49 33.01% 

主要系：(1)公司战略转型培育的平台解决方

案、智慧停车运营、城市停车等新业务开始为

公司贡献规模化收入；(2)传统主营业务职能

硬件销售订单持续增长所致合同交付额同期

增加。 

财务费用 -16,151,613.72 -33,348,769.88 -51.57% 主要系货币资金减少导致存款利息同步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3,391,371.32 -8,176,747.64 -141.48% 主要因2018年计提坏账比例调整所致。 

营业外支出 6,920.25 152,490.17 -95.46% 
主要因上年同期捐款深圳市青少年发展等基

金会。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70,003,725.11 49,712,126.89 40.82% 主要系：(1)营业收入规模较同期较大幅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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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长；(2)公司采取积极灵活的市场政策，提高

了产品议价能力，产品毛利率上升；(3)公司

强化组织能力、效率，经营管理质量的提升，

费用增速低于收入的增速。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幅度 说明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343,886.17 146,832.60 134.20% 本期处置了几台公司车辆。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92,867,155.10 43,140,924.17 115.26% 本期持续投入捷顺科技总部基地建设项目。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3,299,000.00 200,000,000.00 -78.35% 
主要因上年吸收蚂蚁金服投资子公司深圳市

顺易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21,488,512.23 200,000,000.00 60.74% 本期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54,997,414.63 255,567,991.02 -78.48% 主要因上年通过二级市场回购公司部分股票。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36,416,584.71 - - 本期归还了部分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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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股东股份协议转让事项 

2019年7月12日，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唐健先生和刘翠英女士

（以下简称“大股东”）与深圳市特区建发智慧交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特建发智慧交通”）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公司大股东拟向特建发智慧交通协议转让其持有捷顺科技83,965,017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0%。其中，唐健先生拟向特建发智慧交通转让55,439,25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8.58%；刘翠英女士拟向特建发智慧

交通转让28,525,76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42%。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价格为7.60元 /股，股份转让总价款共计人民币

638,134,129.20元。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截至2019年7月25日，上述股份

登记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过户日期为2019年7月24日。 

二、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019年3月1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向552名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1,4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40元/股，股份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人民币普通股。2019年3月19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及根据2019年3月18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相关的授权，公司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及授予股份数量进行调整，具体为：本次激励计划

拟授予权益总数不变，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由552人调整为531人；首次授予股份总数由1,298.00万股调整为1,273.50万股；预

留部分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02.00万股调整为126.50万股，预留比例未超过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总数的20%。本

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确定为2019年3月19日，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登记，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已于2019年3月26日登记上市。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披露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相关股权激励计划内容。  

2019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的激励对象郭伟等23人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且与公司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授权以及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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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对郭伟等23人所持有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85,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

购价格调整为3.25元/股。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进行审议并发表了核查意

见，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中介机构北京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的法律意见书。截至本报

告披露之日，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尚未办理完成。 

三、中标惠州城市停车项目 

2019年8月2日，公司收到招标人惠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交投集团”）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经

评审，确定捷顺科技为“惠州交投惠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投资人”的中标单位，捷顺科技作为社会资本、技术管理运营方与

惠州交投路桥投资有限公司（系惠州交投集团所属二级企业，以下简称“惠州交投路桥”）共同投资组建惠州智慧共享停车系

统平台运营管理项目公司（惠州交投惠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惠停车”），惠停车主

要负责“惠州市智慧共享停车系统项目”停车系统平台搭建、路内路外停车泊位智能化建设、停车场升级改造、惠州市城市级

智慧停车运营管理以及惠州市城市数字化运营增值服务，项目预计总投资约为人民币12,675万元。截至2019年8月26日，惠

停车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大股东股份协议转让事项 2019 年 07 月 26 日 
《捷顺科技：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7），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019 年 08 月 30 日 

《捷顺科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0），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标惠州城市停车项目 2019 年 08 月 03 日 
《捷顺科技：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8），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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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40.00% 至 80.00%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3,243.51 至 17,027.37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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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近几年公司持续深化战略转型，公司转型培育的平台及解决方案、智慧

停车运营业务、城市停车业务几项新业务开始进入市场变现期，为公司贡献规

模化收入；（2）随着公司“主业规模化”战略的推进，传统主营业务智能硬件

业务订单增速速加快；（3）公司通过转型构建的全业务生态的体系化能力，整

体提升了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产品毛利率的提升；（4）公司强化组织

能力、效率，经营管理质量的提升，费用增速呈小幅增长趋势，预计费用增速

低于收入的增速。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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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9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 2019 年 9 月 9 日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捷顺科技：2019 年 9 月 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 

唐  健 

2019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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