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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领跑传媒 指 西安领跑网络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领跑投资 指 公司股东“西安领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大会 指 西安领跑网络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西安领跑网络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西安领跑网络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挂牌 指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行为 

报告期 指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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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事项或无法保证其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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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领跑网络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Xi’an Lingpao Network Media Technology Co., Ltd. 

挂牌时间 2016-10-24 

证券简称 领跑传媒 

证券代码 839453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转让 

法定代表人 齐峰 

董事会秘书 岳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1678624204R 

注册资本 5,625,000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兴路 6 号唐兴数码大厦 336 室 

联系电话 029-81777969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兴路 6 号唐兴数码大厦 336 室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1,832,064.06 15,579,231.18 40.1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798,628.25 9,309,404.16 48.2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9.50 47.2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6.80 40.24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9,098,000.66 14,147,397.13 34.9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89,224.09 1,489,349.51 201.4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61,876.21 1,465,054.81 177.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7,621.16 198,498.34  886.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0 0.26 207.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0 0.26 207.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85% 11.51%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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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金额 

政府补助 500,000.00 

理财投资收益 2,761.64 

其他 0.49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502,762.13 

所得税影响数 75,414.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427,347.88 

 

（三）截至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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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333 34.81% - 1,958,333 34.8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700,000 12.44% - 700,000 12.44% 

董事、监事、高管 1,000,000 17.78% - 1,000,000 17.78%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666,667 65.19% - 3,666,667 65.1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100,000 37.33% - 2,100,000 37.33% 

董事、监事、高管 3,000,000 53.33% - 3,000,000 53.33%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5,625,000 100.00% - 5,625,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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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峰 2,800,000 - 2,800,000 49.78% 2,100,000 700,000 

2 齐平 1,200,000 - 1,200,000 21.33% 900,000 300,000 

3 西安领跑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000,000 - 1,000,000 17.78% 666,667 333,333 

4 李彩焕 600,000 - 600,000 10.67% - 600,000 

5 李松涛 25,000 - 25,000 0.44% - 25,000 

合计 5,625,000 0 5,625,000 100.00% 3,666,667 1,958,333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齐峰与股东齐平系兄弟关系，齐峰为领跑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齐平为西安领跑投资管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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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除此之外，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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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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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201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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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201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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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分别于 2018年 2月 12日和 2018年 3月 1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为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履行

了决策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的正常所需，为公司的业务拓展提供了及时

的资金保障，是合理的、必要的，属于支持公司业务发展的行为，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2. 对外投资事项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计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的议案》，履行了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18年 1月 9日取得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3. 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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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1）针对公司之前年度社保缴纳不规范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齐峰承诺“若因任何原

因导致公司被要求为员工补缴社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或发生其他损失，本人将无条件承诺承担公司的

任何补缴款项、滞纳金或行政罚款、经主管部门或司法部门确认的补偿金或赔偿金、相关诉讼或仲裁等

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确保公司不因此发生任何经济损失。” 

（2）为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齐峰先生已出具《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函》，表示为避免与领跑传媒及其下属子公司形成同业竞争，在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以及对公司拥有控制权或实施重大影响的期间不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3）为了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公司全体股东、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了《关于规

范和减少关联交易承诺函》，承诺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如无法避免必要的关联交易，则需履行相应的

内部决策程序，并保证价格公允。 

（4）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不占用公司资金的承诺函》，承

诺将严格执行股份公司的资金管理制度，不以任何方式变相占用公司资金；不以利润分配、资产重组、

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及其他任何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承诺人将严格履行承

诺事项，如违反承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由承诺人承担所有损失。 

上述承诺在报告期内均能得到很好地履行。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扶贫事项或者扶贫措施。报告期内，公司诚信经营、按时纳税、积极吸纳就业

和保障员工合法权益，立足本职尽到了一个企业对社会的企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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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一）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702,960.37 6,807,8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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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3,970,548.25 916,287.13  

预付款项 1,869,365.20 153,194.45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7,674.41 33,819.9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216,863.66 5,535,692.38  

流动资产合计 19,797,411.89 13,446,8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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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073.99 819,428.37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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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210,996.95 1,280,775.0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581.23 32,206.23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34,652.17 2,132,409.66  

资产总计 21,832,064.06 15,579,231.1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000,000.00 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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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账款 2,645,822.06 557,471.64  

预收款项 269,605.63 153,771.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542,804.57  

应交税费 110,801.84 15,779.81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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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3,435.81 6,269,827.0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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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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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3,435.81 6,269,827.0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5,625,000.00 5,625,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72,981.72 172,981.7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16,978.92 516,978.9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7,483,667.61 2,994,443.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798,628.25 9,309,404.16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798,628.25 9,309,404.1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1,832,064.06 15,579,231.18  

法定代表人：齐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莉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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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984,967.26 1,055,7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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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2,743,682.34 1,806,900.91  

预付款项 66,888.75 134,430.6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7,674.41 33,819.99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216,863.66 5,430,307.16  

流动资产合计 11,050,076.42 8,461,163.31 

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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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2,571.55 2,592,571.55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785,144.27 812,860.91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210,996.95 1,280,775.0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39,085.08 39,085.08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637,797.85 4,725,292.60  

资产总计 15,687,874.27 13,186,455.9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000,000.00 5,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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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621,227.54 557,471.64  

预收款项 130,723.21 153,771.00  

应付职工薪酬  509,804.57  

应交税费 13,352.89 14,675.35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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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5,303.64 6,235,7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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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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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5,303.64 6,235,722.56 

所有者权益：   

股本 5,625,000.00 5,625,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765,553.27 765,553.2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16,978.92 516,978.92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015,038.44 43,201.16  

所有者权益合计 7,922,570.63 6,950,733.3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5,687,874.27 13,186,455.91  

法定代表人：齐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莉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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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9,098,000.66 14,147,397.13 

其中：营业收入 19,098,000.66 14,147,397.13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5,109,152.06 12,735,997.92 

其中：营业成本 13,999,517.36 11,571,56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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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6.39 31,843.77 

销售费用 227,065.37 163,297.26 

管理费用  801,216.47  951,443.93 

财务费用  62,458.11  -3,602.70 

资产减值损失  2,500.00  21,448.87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761.64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988,848.60 1,411,399.21 

加：营业外收入 500,000.49 32,392.94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488,849.09 1,443,792.15 

减：所得税费用 -375.00 -45,557.3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489,224.09 1,489,3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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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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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489,224.09 1,489,3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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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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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9,224.09 1,489,349.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4,489,224.09 1,489,3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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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 0.26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齐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莉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莉 

 

4.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6,543,610.53 2,362,650.43 

减：营业成本 5,054,948.35 1,727,745.46 

税金及附加 1,951.90 4,833.26 

销售费用  183,417.82  132,365.53 

管理费用  769,691.04  900,092.26 

财务费用  64,525.78  -834.03 

资产减值损失  44,935.04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761.64 4,754,878.14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71,837.28 4,308,391.05 

加：营业外收入 50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971,837.28 4,308,391.05 

减：所得税费用  -70,754.93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971,837.28 4,379,145.98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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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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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综合收益总额 971,837.28 4,379,145.98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齐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莉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莉 

 

5. 合并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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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45,703.41 11,873,0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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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81.6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3,294.23 6,972.9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848,997.64 11,912,416.9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4,133,827.89 10,156,0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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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535,407.62  1,087,031.6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2,149.29  325,494.2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9,991.68  145,302.7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891,376.48 11,713,918.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7,621.16 198,498.3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7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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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761.6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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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2,761.64  -4,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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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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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5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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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5,132.80  194,438.3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807,827.57  10,406,481.6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702,960.37  10,600,919.97 

法定代表人：齐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莉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莉 

 

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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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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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969,146.84 1,637,698.18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0,225.33  2,314.5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469,372.17  1,640,012.7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877,267.45  1,803,419.4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433,148.84  985,699.25 

支付的各项税费  87,714.46  233,748.7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9,490.45  139,063.0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467,621.20  3,161,930.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1,750.97  -1,521,917.6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761.64  4,754,8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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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761.64 4,754,878.1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06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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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4,06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2,761.64 4,750,818.1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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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5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5,25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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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9,262.61  3,228,900.4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55,704.65  3,683,920.5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984,967.26  6,912,821.01 

法定代表人：齐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莉              会计机构负责人：徐莉 

 

西安领跑网络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