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编号：2018-021 

证券简称：约克动漫         证券代码：830936        主办券商：华创证券 

                                                                                            

 

 

 

 

 

 

 

 

 

 

 

约 克 动 漫 

NEEQ : 830936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 

   



- 2 - 

 

目 录 

 

一、重要提示 .................................................. - 4 - 

二、公司基本情况 .............................................. - 5 - 

三、重要事项 .................................................. - 8 - 

四、附录 ...................................................... - 9 - 

 

 

 

 

 

 

 

 

 

 

 

 

 

 

 



- 3 - 

 

 

 

 

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 指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 指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主办券商/华创证券 指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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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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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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宋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永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江

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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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Henan York Animation Film Co., Ltd. 

挂牌时间 2014 年 08 月 12 日 

证券简称 约克动漫 

证券代码 830936 

转让方式 做市 

法定代表人 宋刚 

董事会秘书 孙蕊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685697962J 

注册资本 捌仟贰佰叁拾玖万捌仟圆整 

注册地址 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翠竹街 6 号 11 号楼 3 层 304 

联系电话 0371-56532605 

办公地址 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翠竹街 6 号 11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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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762,335.48 207,101,761.64 -1.6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7,716,545.95 177,210,833.74 0.2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3.25% 14.47%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2.59% 14.33%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8,620,734.87  16,087,167.73  15.7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6,069.44  2,267,047.08  -22.5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86,381.26  1,747,676.46  -37.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29,290.73  -12,066,091.79  -7.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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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10,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880,000.00 

除上述各项以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17.5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性项目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892,917.58 

所得税影响数 223,229.4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669,6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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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81,750 74.86 0 61,681,750 74.8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23,066,500 27.99 -77,000 22,989,500 27.90 

      董事、监事、高管 234,750 0.28 0 234,750 0.28 

      核心员工 1,617,000 1.96 -23,000 1,594,000 1.93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0,716,250 25.14 0 20,716,250 25.1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5,595,500 6.79 0 5,595,500 6.79 

      董事、监事、高管 938,250 1.14 0 938,250 1.14 

      核心员工 1,204,000 1.46 0 1,204,000 1.46 

     总股本 82,398,000 — 0 82,398,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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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定中 22,869,000 -77,000 22,792,000 27.66 1,000,000 21,792,000 

2 国投安信

期货有限

公司－鸣

谦精选新

三板 1 期

资产管理

计划 

5,010,000 0 5,010,000 6.08 5,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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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宋刚 4,916,000 0 4,916,000 5.97 3,937,000 979,000 

4 河南华夏

海纳源禾

小微企业

创业投资

基金 

（有限合

伙） 

4,000,000 0 4,000,000 4.85 0 4,000,000 

5 魏春木 4,656,000 -1,350,000 3,306,000 4.01 1,000,000 2,306,000 

6 易军 2,913,000 0 2,913,000 3.54 150000 2,763,000 

7 李晓峰 1,609,000 1,000 1,610,000 1.95 0 1,610,000 

8 刘奇 1,235,000 0 1,235,000 1.50 590,000 645,000 

9 苏朋 1,200,000 0 1,200,000 1.46 0 1,200,000 

10 冯卫成 1,181,000 18,000 1,199,000 1.46 1,000,000 199,000 

合计 49,589,000 -1,408,000 48,181,000 58.48 12,677,000 35,504,00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宋定中与宋刚系父子关系。除该关联关系以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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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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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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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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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诚信经营，依法纳税，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2018 年 2 月和 3 月期间，公司与郑

州大学开展校企合作，针对计算机和设计专业大学一年级 400余名在校生组织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活动，

给予学生充分的学习沟通机会，使广大在校生更清晰的认识到本专业的重要性和延展性，为做好四年的

学习规划和以后就业提供良好的前提。公司始终把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放在公司发展的重要位置，将社会

责任意识融入公司文化建设及经营发展中，与社会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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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审计意见 - 

审计报告中的特别段落 - 

审计报告编号 - 

审计机构名称 - 

审计机构地址 - 

审计报告日期 - 

注册会计师姓名 -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 - 

审计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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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858.74 54,307,3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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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81,234.29 35,459,351.42 

预付款项 22,141,955.46 16,180,7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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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449.82 636,264.3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87,576,739.20 84,001,7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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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88,670,237.51 190,585,484.06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0,000.00 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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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2,726.71 6,939,9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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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4,377.83 5,141,581.1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615,861.09 2,981,202.3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69,132.34 1,053,553.5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5,092,097.97 16,516,277.58 

资产总计 203,762,335.48 207,101,761.6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5,000,000.00 1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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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9,544.32 9,919,217.27 

预收款项 20,630.75 746,039.9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246,571.94 1,247,119.80 

应交税费 1,710,541.48 2,248,846.94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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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447,013.63 518,1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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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44,302.12 29,679,4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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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44,302.12 29,679,405.9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82,398,000.00 82,398,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3,295,739.34 43,295,739.3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304,587.86 -54,230.63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724,323.81 4,724,323.8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8,603,070.66 46,847,001.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77,716,545.95 177,210,833.74 

少数股东权益 401,487.41 211,521.9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8,118,033.36 177,422,355.7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03,762,335.48 207,101,761.64 

 法定代表人：____宋刚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李永国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张江燕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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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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67,435.70 48,456,6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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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93,193.79 32,381,674.95 

预付款项 19,267,484.54 13,938,564.74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532,411.56 2,681,802.75 

存货 58,387,673.88 53,733,030.11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51,448,199.47 151,191,717.26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0,000.00 4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36,707,971.92 36,627,971.92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6,166,236.01 6,787,8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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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711.15 4,874,914.49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208,020.02 1,489,947.57 

递延所得税资产 510,582.87 485,922.98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9,465,521.97 50,666,610.82 

资产总计 200,913,721.44 201,858,328.0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5,000,000.00 1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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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8,941.32 9,648,614.27 

预收款项  16,200.00 

应付职工薪酬 1,085,460.00 1,103,040.00 

应交税费 371,610.63 879,468.2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323,826.58 2,562,7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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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19,838.53 29,210,0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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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19,838.53 29,210,027.52 

所有者权益：   

股本 82,398,000.00 82,398,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3,295,739.34 43,295,739.3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708,886.11 4,708,886.1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3,891,257.46 42,245,675.1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4,293,882.91 172,648,300.5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200,913,721.44 201,858,3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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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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20,734.87 16,087,167.73 

其中：营业收入 18,620,734.87 16,087,167.73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7,196,087.69 13,946,125.57 

其中：营业成本 10,533,938.58 8,240,3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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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4.24 9,162.8 

销售费用 437,116.73 550,735.15 

管理费用 4,878,881.29 4,819,294.05 

财务费用 1,271,902.09 131,274.08 

资产减值损失 63,834.76 195,2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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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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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000.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314,647.18 2,141,042.16 

加：营业外收入 2,924.86 611,030.48 

减：营业外支出 7.28 6.2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317,564.76 2,752,066.42 

减：所得税费用 635,859.30 484,933.9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681,705.46 2,267,1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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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1,705.46 2,267,132.43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74,363.98 85.35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56,069.44 2,267,0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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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250,357.23 5,024.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250,320.26 5,0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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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320.26 5,0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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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320.26 5,026.72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6.97 -1.78 

七、综合收益总额 431,348.23 2,272,157.3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505,749.18 2,272,073.8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74,400.95 83.57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2 0.0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2 0.03 

法定代表人：____宋刚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李永国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张江燕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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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30,579.91 11,205,070.90 

减：营业成本 8,378,688.48 5,838,148.95 

税金及附加 9,624.28 8,426.74 

销售费用 437,116.73 549,509.15 

管理费用 4,331,003.00 3,456,136.20 

财务费用 1,161,398.08 127,301.70 

资产减值损失 98,639.54 242,5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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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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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000.00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194,109.80 982,966.30 

加：营业外收入  560,700.48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194,109.80 1,543,666.78 

减：所得税费用 548,527.45 231,5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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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645,582.35 1,312,117.30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1,645,582.35 1,312,1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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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5,582.35 1,312,117.30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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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4,944.78 24,627,0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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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17,930.02 1,334,974.4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332,874.80 26,012,012.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375,456.40 25,848,5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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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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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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8,495.02 4,228,364.08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78,069.06 932,446.6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730,145.05 7,068,741.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262,165.53 38,078,103.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29,290.73 -12,066,091.7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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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16,248.86 495,6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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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248.86 495,618.6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6,248.86 -495,618.6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64,409.34 5,700,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264,4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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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409.34 5,7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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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93.76 141,37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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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93.76 141,374.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315.58 5,558,625.0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094,251.37 -48,330.3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306,475.38 -7,051,415.7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4,307,334.12 21,792,098.3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0,000,858.74 14,740,682.54 

法定代表人：____宋刚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李永国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张江燕____ 

 

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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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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9,814.58 9,724,039.23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81,598.88 932,302.3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281,413.46 10,656,341.5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7,891,925.56 9,410,021.1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904,473.35 3,711,212.98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24,186.10 775,816.8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46,356.07 2,713,233.7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766,941.08 16,610,284.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85,527.62 -5,953,943.2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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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08,336.05 476,184.95 

投资支付的现金 80,000.00 185,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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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336.05 661,434.9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8,336.05 -661,434.9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7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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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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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93.76 141,374.9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1,093.76 141,374.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093.76 5,558,625.0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984,251.58 -25,533.8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089,209.01 -1,082,287.0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8,456,644.71  11,093,170.0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5,367,435.70  10,010,88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