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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瑞德设计 指 杭州瑞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层 指 总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的统称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报告期、本期、本年 指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三会议事规则 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

事会议事规则》 

平安证券、主办券商 指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转让 指 公司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

让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会计师 指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工业设计 指 工业设计旨在引导创新、促发商业成功及提供更好质

量的生活,是一种将策略性解决问题的过程应用于产

品、系统、服务及体验的设计活动。主要包括用户研

究、产品创新设计、服务体验设计、商业空间设计、

商业展具设计及转化、营销策划、品牌策划设计等 

商业展示道具 指 在商业空间设计中用于产品的展示、陈列和商业空间

设计与环境陈列搭配的物件,主要包括展示柜、展示

架、展台等有助于突出商品形象、公司形象、品牌形

象的物件及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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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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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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瑞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Hangzhou R&D design CO.,LTD 

挂牌时间 2014年 11月 3日 

证券简称 瑞德设计 

证券代码 831248 

转让方式 做市转让 

法定代表人 李琦 

董事会秘书 郭维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7125341239 

注册资本 54,000,000 

注册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长江路 365号 2幢第三层 

联系电话 0571-89891016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长江路 365号 2幢第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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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54,977.03   196,549,053.79  -6.2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7,052,543.78   158,449,227.08  -0.8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30   4.62  -50.11% 

资产负债率%（合并）  14.76   19.38  -23.8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4,150,392.68   15,681,496.68  -9.7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6,683.30   -4,737,552.86  70.5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53,612.70   -5,442,390.34  73.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20,142.28   -11,029,744.63  4.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0  75.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0  75.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9   -3.26  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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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8,411.2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7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68,413.73 

所得税影响数 11,484.3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0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56,9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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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91,000 52.02% - 28,091,000 52.0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9,680,000 17.93% - 9,680,000 17.93% 

      董事、监事、高管 650,000 1.20% - 650,000 1.20% 

      核心员工 - 0.00% -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5,909,000 47.98% - 25,909,000 47.9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3,504,000 43.53% - 23,504,000 43.53% 

      董事、监事、高管 2,405,000 4.45% - 2,405,000 4.45% 

      核心员工 - 0.00% - 0 0.00% 

     总股本 54,000,000 -  54,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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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琦 21,632,000 - 21,632,000.00 40.06% 16,224,000 5,408,000 

2 浙江金蛙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1,552,000 - 11,552,000.00 21.39% 7,280,000 4,272,000 

3 浙江红蜻蜓鞋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 2,000,000.00 3.70% 0 2,000,000 

4 王凤芝 1,545,800 2,000 1,547,800.00 2.87% 0 1,547,800 

5 江阴银杏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50,000 - 1,250,000.00 2.31% 0 1,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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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铮 1,025,000 5,000 1,030,000.00 1.91% 0 1,030,000 

7 吴红富 1,002,000 - 1,002,000.00 1.86% 0 1,002,000 

8 浙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做市专用

证券账户 

790,700 -2,000 788,700.00 1.46% 0 788,700 

9 郭碧宇 780,000 - 780,000.00 1.44% 585,000 195,000 

10 杭州士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625,000 - 625,000.00 1.16% 0 625,000 

11 浙江银杏云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25,000 - 625,000.00 1.16% 0 625,000 

合计 42,827,500 5,000 42,827,500 79.32% 24,089,000 18,738,50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李琦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琦为浙江金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执行董事，持该公司 55%的股份。 

王凤芝为李琦的母亲。 

杭州士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江阴银杏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银杏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三家单位之间存在股权投资关系。其中：浙江银杏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由杭州士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银杏谷投资有限公司等投资成立，杭州士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15%、浙江银杏谷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20% 。江阴银杏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由浙江银杏谷投资有限公司等投资成立，浙江银杏谷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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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五）截至报告期末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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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不适用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不适用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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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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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84,990.73   77,199,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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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79,085.96   63,278,486.50  

预付款项  3,096,564.59   1,969,0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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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210.91   1,722,631.6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5,367,760.71   20,063,077.81  

持有待售资产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其他流动资产  2,432,888.36   1,813,076.35  

流动资产合计  145,876,501.26   166,045,780.48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009,145.39   8,409,1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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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0,434.57   12,330,089.24  

在建工程  856,000.00   85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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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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8,426.55   1,530,563.8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5,819,905.42   5,856,867.17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54,563.84   1,188,538.84  

其他非流动资产  -     332,068.79  

非流动资产合计  38,378,475.77   30,503,273.31  

资产总计  184,254,977.03   196,549,05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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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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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0,000.00   9,670,000.00  

应付账款  11,503,866.18   15,980,480.90  

预收款项  4,523,477.60   1,799,600.3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058,176.95   5,386,348.25  

应交税费  403,477.33   4,038,476.92  

应付利息  -     -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143,435.19   1,224,9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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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2,433.25   38,099,82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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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2,433.25   38,099,826.7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54,000,000.00   54,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65,942,833.69   65,942,833.69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607,341.23   4,607,341.2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2,502,368.86   33,899,052.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57,052,543.78   158,449,227.08  

少数股东权益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7,052,543.78   158,449,227.0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84,254,977.03   196,549,053.79  

 法定代表人：李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碧宇          会计机构负责人：郭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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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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18,913.43   67,334,8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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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5,871.61   20,396,472.89  

预付款项  619,198.24   139,942.77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     -    

其他应收款  36,042,160.70   28,391,274.83  

存货  1,997,636.73   426,692.11  

持有待售资产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其他流动资产  120,925.81   253,522.85  

流动资产合计  106,164,706.52   116,942,747.62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009,145.39   8,409,145.39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33,977,794.66   33,977,794.66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736,323.66   2,820,4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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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52.48   258,047.4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     92,088.28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8,053.04   240,500.57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54,160,869.23   45,798,015.24  

资产总计  160,325,575.75   162,740,762.8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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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117.52   1,627,482.07  

预收款项  1,610,182.06   488,774.51  

应付职工薪酬  863,003.34   2,053,058.58  

应交税费  867,031.27   3,160,077.18  

应付利息  -     -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1,597.19   187,0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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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3,931.38   7,516,4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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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3,931.38   7,516,436.61  

所有者权益：   

股本  54,000,000.00   54,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67,415,587.54   67,415,587.5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460,873.87   4,460,873.87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0,755,182.96   29,347,864.8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6,631,644.37   155,224,326.2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60,325,575.75   162,740,762.86  

  



公告编号：2018-017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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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0,392.68   15,681,496.68  

其中：营业收入  14,150,392.68   15,681,496.6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5,229,203.12   21,094,002.67  

其中：营业成本  8,810,386.00   11,385,0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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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33.30   263,492.11  

销售费用  1,460,547.99   2,923,893.47  

管理费用  5,326,709.12   6,694,059.06  

财务费用  44,947.27   -50,736.05  

资产减值损失  -565,020.56   -138,1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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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3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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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26.10  

其他收益  68,411.26   585,854.7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010,399.18   -4,795,210.27  

加：营业外收入  2.47   250,420.00  

减：营业外支出  -     1,747.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010,396.71   -4,546,537.27  

减：所得税费用  386,286.59   191,015.5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396,683.30   -4,737,5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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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6,683.30   -4,737,552.86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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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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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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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6,683.30   -4,737,552.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396,683.30   -4,737,5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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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0.1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3   -0.10  

 法定代表人：李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碧宇          会计机构负责人：郭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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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2,556.25   2,590,402.70  

减：营业成本  825,594.46   394,640.56  

税金及附加  81,659.92   27,185.05  

销售费用  140,097.91   77,396.39  

管理费用  1,837,267.90   1,914,609.07  

财务费用  -29,559.57   -48,369.14  

资产减值损失  -118,390.63   -60,5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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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3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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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90.98   477,000.00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682,077.24   778,828.82  

加：营业外收入  -     17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682,077.24   948,828.82  

减：所得税费用  274,759.12   190,428.9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407,318.12   758,3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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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1,407,318.12   758,3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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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7,318.12   758,3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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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52,989.47   30,590,3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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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293,380.70   818,554.6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746,370.17   31,408,937.1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966,174.69   18,710,76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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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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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1,363,933.05   12,989,626.60  

支付的各项税费  4,527,319.06   3,127,912.1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409,085.65   7,610,379.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4,266,512.45   42,438,681.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20,142.28   -11,029,7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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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2,2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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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383.5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108,644.3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33,124.47   2,407,832.93  

投资支付的现金  8,6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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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033,124.47   2,407,832.9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33,124.47   -2,299,18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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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00.00   23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50,000.00   2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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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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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0,000.00   23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61,214.00   -0.0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564,480.75   -13,098,933.3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2,364,471.48   79,262,023.7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3,799,990.73   66,163,090.39  

法定代表人：李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碧宇          会计机构负责人：郭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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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1,777.30   5,033,497.60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7,962.12   715,422.7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159,739.42   5,748,920.3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851,721.88   902,497.7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939,167.15   3,697,610.01  

支付的各项税费  3,037,791.35   895,758.0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2,753.59   792,979.5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331,433.97   6,288,845.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1,694.55   -539,9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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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38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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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388.1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4,234.19   37,578.63  

投资支付的现金  8,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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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0,000.00   8,4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144,234.19   8,437,578.6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44,234.19   -8,407,1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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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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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15,928.74   -8,947,115.4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7,334,842.17   67,430,152.9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9,018,913.43   58,483,037.49  

杭州瑞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