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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09,316,14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联金汇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53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亓秀美

王玉林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青威路 1626 号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青威路 1626 号

电话

0532-89066166

0532-89066166

电子信箱

qixiumei@haili.com.cn

wangyulin@haili.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金融科技板块主要从事第三方支付服务、大数据服务、移动信息服务、跨境电商服务及运营商计费结算
服务业务；智能制造板块主要从事汽车及配件、家电配件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金融科技板块介绍：
1、第三方支付服务
第三方支付是公司金融科技板块重点发展的核心业务之一，公司拥有在全国范围内从事“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
“银行卡收单”业务许可牌照。2018年，针对外部形势及时调整了发展战略，以合规运营为前提、以快速发展补充公司服务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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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侧场景为目的，进一步优化第三方支付产业及客户结构，为企业和个人用户提供综合支付、金融信息、商业营销、大数据
和跨境等金融科技服务，聚焦拓展B2B产业互联网应用合作，为交通出行、金融行业、房屋经纪、线下实体经济场景等行业
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拥有丰富的客户需求匹配、行业场景匹配以及市场开拓经验，为多领域、多层次开展个性化、差异化的
产品服务，同时为客户提供“支付+”的定制化综合解决方案。据易观统计数据显示，联动优势在2018年Q4移动支付领域排名
全国第四。
2、大数据服务
随着大数据、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大数据科技在商业智能场景的新一轮进化。向金融机构、
类金融机构赋能是公司金融科技板块未来的发展方向，大数据科技服务将成为公司金融科技板块发展的引擎。通过人工智能、
区块链、金融云、生物识别的智能融合，打造“海数据 金赋能 倍（贝）生活”的商业模式，积极为金融机构、持牌类金融机
构赋能，提供“线上+线下”的专业化和个性化服务。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业务创新，持续构建核心竞争力，结
合业务场景，提供全业务链整体服务，实现了从提供单一数据分析服务向一站式综合服务或模块化服务发展。报告期内，公
司大数据业务步入亿元俱乐部，实现营业收入14,604.1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8.88%。
3、跨境电商服务
联动商务于2015年底分别取得北京市外汇管理局及广州市人民银行颁发的跨境外币业务试点资质以及跨境人民币业务
资质。截至目前，公司完成了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满足包括货物贸易、留学、机票、酒店、旅游、国际会议、物
流、软件服务、通信服务九个行业范围的本外币跨境结算，提供包括美元、欧元、港币、日元、英镑、澳大利亚元等在内的
至少15个可结算币种，服务覆盖全球239个国家和地区。支持国内出口跨境电商在亚马逊、Ebay、Wish等全球知名平台的跨
境结算、供应链金融等功能，实现了进口、出口业务的双向运行体系。报告期内，跨境交易额突破1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110.7%。
4、移动信息服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动优势是中国移动银信通业务运营支撑单位、集团业务集成商（SI），是目前国内最大、面向“955xx”
号段银行总行客户短彩信发送系统提供专业化运营和维护的提供商，公司移动信息服务业务是基于移动、电信、联通（三网）
等资源，利用自身拥有的服务能力，为个人和企业提供安全便捷的金融信息服务综合解决方案，主要包括银信通、联信通等
业务：1）银信通业务基于MAS(移动代理服务器)、移动网络、移动终端等资源和服务能力，让银行及银行客户随时随身、
经济快捷地享受金融信息服务。2）联信通业务是联动优势面向行业客户推出的无线应用服务，主要为银行及中小企业提供
安全可靠、一点式接入的高品质电信级通信服务，通过联信通为客户提供基于移动、电信、联通（三网）的信息类服务。报
告期内，通过大数据、云计算、AI、区块链等工具，搭建了联信通智能沟通云平台，能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公司移动信
息服务获得平稳发展。
5、运营商话费计费结算服务
运营商话费计费结算与营销服务以电信运营商为主要计费和营销渠道，向互联网行业提供三网融合计费结算服务，并向
线上线下行业提供营销服务。2018年度，公众号累计用户390万，覆盖门店超30万，业务保持平稳发展。
智能制造板块介绍：
1、汽车及配件业务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8年汽车行业产销分别达2,780.92万辆和2,808.06万辆，同比下降分别为4.16%和
2.76%。中国汽车行业产销量为近几年来首次出现下滑，行业景气度下行，加之世界各国对燃油汽车禁售的倒计时，为提升
产品竞争力，抢占市场份额，各大汽车主机厂纷纷推出新车型，加快产品结构升级，新能源、智能驾驶将是汽车行业未来发
展趋势。为适应汽车行业的变化，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了对上海和达的收购，通过规模效应不断挖掘内部潜力；在此基础上
一方面整合内外部资源，在加强研发建设的同时，深入主机厂前端为客户制定解决方案，从而与客户保持了良好的粘性，公
司客户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另一方面采取创新经营模式、轻资产运营、优化生产工艺、精员增效、自动化改造、信息化
升级等一系措施，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降低产品成本，增强公司产品的竞争力；同时继续优化和丰富产品结构，聚焦新能
源及轻量化产品，着重发展汽车功能性电机，逐步提升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
2、家电配件业务
虽然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对家电行业有所冲击，但是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有限，不会伤及中国家电产业根本，且自公司上
市以来，低毛利率的家电配件产业一直是本公司“革命”的对象，公司借此时机进一步优化家电配件产品和客户结构。经过近
几年持续的产品优化和客户优化，公司家电配件产品竞争力获得进一步增强。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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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5,011,239,084.54

3,996,047,149.80

25.40%

2,634,295,194.85

133,239,222.45

413,945,815.86

-67.81%

232,922,5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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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830,172.17

385,608,392.87

-82.67%

211,704,671.38

228,020,043.73

-157,936,811.60

244.37%

433,617,738.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33

-66.67%

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33

-66.67%

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8%

6.11%

-4.03%

7.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9,433,590,649.69

18,960,797,539.17

-50.25%

14,245,477,77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27,353,510.93

6,967,479,622.61

-6.32%

6,584,367,006.6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1,181,349,169.97

1,324,993,638.34

1,164,263,685.78

1,340,632,59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529,563.07

100,257,392.15

93,602,773.53

-155,150,50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3,431,001.32

90,136,804.28

65,447,296.09

-182,184,929.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38,333.13

13,080,617.55

16,063,873.80

224,913,885.51

营业收入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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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1,371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0,919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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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博升优势
境内非国有
科技发展有限
法人
公司

22.62%

282,090,222

42,833,136 质押

123,100,000

青岛海立控股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19.38%

241,775,600

质押

89,000,000

青岛天晨投资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7.14%

89,100,000

质押

36,022,600

银联商务股份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7.06%

88,060,100

深圳市华美达
境内非国有
一号投资中心
法人
（有限合伙）

4.96%

61,900,000

中国移动通信
国有法人
集团有限公司

4.36%

54,36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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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天泽投资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2.13%

26,577,019

北京东富新投
境内非国有
投资管理中心
法人
（有限合伙）

2.07%

25,801,406

西部利得基金
－民生银行－
云南国际信托
其他
－晟昱 6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1.89%

23,528,535

中信建投基金
－广发银行－
云南信托－云
其他
南信托·晟昱 8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75%

21,801,848

质押

17,101,875

公司股东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孙刚先生和刘国平女士是夫妻关系，分别与青岛天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孙震是父子、母子关系，两公司属一致行动人。除以上情况外，公
动的说明
司未知上述股东中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19,275,600 股外，还通过证券公司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500,000 股，合计持有 241,775,600 股，无股份增减变动情
说明（如有）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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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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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主营业务分析
2018年，金融科技产业经过近几年的高速增长后进入规范期，制造业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仍处于转型升级阶段。
在此经济背景下，公司金融科技板块及时顺应政策调整部署，在合规运营的前提下实现了稳健发展，智能制造板块在继续贯
彻“产业聚焦、转型升级、优化提效”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实现了健康持续发展。公司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501,123.91万元，较同期增长25.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323.92万元，较同期下降67.81%，不考虑商誉减值因
素，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319.22万元，较同期增长2.23%。
（二）、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回顾及经营分析
1、金融科技板块保持稳健发展
2018年，公司金融科技板块在面临国家整体金融行业强监管、行业政策重大调整、竞争加剧的形势下，及时作出业务调
整，在发展目标、产品定位和客户方面重新梳理并确定方向，通过充分挖掘并利用现有第三方支付、运营商合作、金融信息
服务、智能风控等优势，同时引进优秀团队，积极布局新业务，公司金融科技板块保持稳健发展。报告期内，公司金融科技
板块实现营业收入112,024.59万元，同比增长3.0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860.72万元，同比下降1.52%。公
司金融科技产业在报告期内的主要工作回顾及经营情况分析如下：
（1）第三方支付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组织创新保机制，风控偏好避风险”克服了国家金融政策收紧、监管力度增强、行业增速骤降以及
备付金集中存管等影响，以合规运营为前提、以快速发展补充公司服务供给侧场景为目的，进一步优化第三方支付产业及客
户结构，使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保持健康、稳定发展。通过聚焦拓展“交通出行、B2B产业互联网、金融业、线下实体经济
场景”等领域，公司已成功中标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移动支付服务商项目，已为接近50余家具有行业代表性互联网企业提
供服务，已与招行、中信、浦发、兴业等多家股份制银行逐步开展全国范围联合收单合作。据易观等数据统计显示，公司在
2018年4季度移动支付交易规模继续排名第4。公司搭建的中立第三方消费金融云服务平台，已为包括140多家传统的金融机
构、3,500多家大型企业合作、100万家中小企业提供综合支付、信息推送、智能营销、大数据、高速清算、智能反欺诈、反
洗钱交易等服务。
（2）大数据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在大数据分布式存储和计算、数据挖掘等方面持续投入，科技创新得到突破，提交专利申请25项，相继
研发出了“云模型工厂”、“风控云平台”、“智能推荐系统”等智能化产品，同时自然语言处理获得手机厂商认同及应用。公司
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业务创新，持续构建核心竞争力，结合业务场景，提供全业务链整体服务，实现了从提供单一数据分析服
务向一站式综合服务或模块化服务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大数据业务步入亿元俱乐部，实现营业收入14,604.14万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48.88%。
同时，公司在区块链研究及应用方面有了新的进展。报告期内，完成了区块链底层框架优链系统（英文名：UChains）2
个版本的迭代，极大优化和改进了优链系统的性能、稳定性、扩展性，性能均值提升5倍，并通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可信
区块链标准测试。继2017年完成电子合同存证和数字货币2项重点课题研究之后，公司又在监管科技领域积极探索，承担并
完成“区块链技术在网络借贷监管领域的应用研究”重点课题，获得中国支付清算协会“2018监管科技重点课题”二等奖。
（3）移动信息服务
随着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及移动应用的大力发展，短信服务业务增速整体放缓，但银行业短信（短信验证码、动帐通知短
信、会员营销短信等）作为连接线上线下沟通的重要桥梁，仍保持较好的增长趋势。同时，行业客户已开始以紧盯精准营销
等手段来带动业务创新，对短信业务服务自身业务的要求愈来愈高。
为适应市场变化，加速市场化转型，公司移动信息服务在保持“通道+平台”业务模式下，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平台功能，
通过大数据、云计算、AI、区块链等工具，搭建了联信通智能沟通云平台，以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同时，根据行业发展
和市场需求，公司重点拓展粘性强、需求量大的金融及类金融客户，报告期，公司移动信息服务保持平稳发展，短信发送量
达到1700余亿条。
（4）移动运营商计费结算服务
移动运营商计费结算服务系以电信运营商为主要计费渠道，向互联网行业提供三网融合计费及结算服务。报告期内，受
市场环境和运营商政策调整影响，公司积极调整策略，打造营销链与产品创新齐步推进，实现运营商、互联网巨头、银行权
益组合与营销交叉互动。报告期内，移动运营商计费结算服务实现平稳过渡。
（5）积极布局金融赋能服务新领域
为全面促进金融科技板块业务转型与发展，实现科技赋能普惠金融的新模式，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海联金汇（北京）
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同时引进了金融科技及保险科技领域优秀人才及团队，积极布局并深耕金融科技Fintech、保险科技
Insurtech生态圈，截至报告期末，相关团队搭建已基本完成，业务体系相对成熟，积极为2019年业务增量奠定基础。
2、智能制造板块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公司智能制造板块为推进公司董事会制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深入贯彻“产业聚焦、转型升级、优化提效”的经营主
题，将2018年作为“管理年、提效年、问责年、休整年、执行年”。2018年，公司通过创新经营模式、轻资产运作、优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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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生产工艺、资源整合、精员增效等一系列措施，智能制造板块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实现营业收入389,099.32万元，同
比增长33.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458.50万元，较同期增长7.54%。
（1）整合资源继续聚焦乘用车零部件产业发展
在压力与机遇并存的2018年，公司着眼未来3-5年的战略发展，用心谋划、积极布局、深度挖掘、横向整合，乘用车零
部件业务实现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72.68%，同时在报告期内实现了以“传统优质零部件产品为基础、聚焦发力轻量化产
品”的产业结构，为未来公司乘用车零部件事业的突破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①公司在报告期内大力提升乘用车零部件产业的整体制造能力，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于2018年1月完成了对上海和达
的股权收购工作，通过规模效应不断挖掘内部潜力；
②面对未来竞争压力，公司积极布局核心生产力，于报告期内联合国内多所知名高校筹建乘用车技术研发中心，与全球
知名的创新和高科技工程咨询服务提供商、轻量化材料及技术服务提供商开展战略合作，打造公司在汽车轻量化产品研发、
高精尖汽车零部件开发、新技术孵化、模具设计等方面的核心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③报告期内，公司借助研发中心的搭建进一步加强乘用车零部件事业部内部资源的横向整合力度，打通内部壁垒，实现
技术、信息、资源深度共享与整合，在报告期内成功为公司乘用车零部件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④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行“以模养件”的轻资产运营产业链，通过汽车模具的自主研发、生产、制造，提升了公司乘用
车零部件产业竞争优势，保障了乘用车零部件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
（2）积极布局智能化工厂，创新经营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在智能制造板块继续布局智能化工厂建设，一方面加大投入自动化改造和信息化升级，同时不断优化生
产工艺，推行模式化生产和流程化作业，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在现有管理基础上持续推进创新经营，实行经营体运
营模式，推动组织扁平化管理，达到精员增效的效果。同时，通过对全员实行鼓励创新的激励政策，大大提升了基层员工的
创新意识，为一线生产提效节能、创新发展打造了良好的氛围，进一步提升了公司产品竞争力。
（3）持续优化产品和客户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和丰富产品结构，聚焦新能源及轻量化产品，发展汽车功能性电机，逐步提升高附加值产品的
比重。同时，在经济环境严峻的大环境下，公司在报告期内继续优化客户结构，大力拓展规模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强的大中
型客户，并充分发挥公司自身优势与优质客户深度合作，增加与客户的粘性，提高对客户的管理力度，从而为公司智能制造
板块的稳健发展奠定良好的客户基础。
3、加强内控体系建设，健全风险控制系统，强化风险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要求，持续搭建、优化公司内控制度，进一步加大对子公司的控制力度，尤其
是对公司合并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经营、资金、财务、投资、人员等方面的管控；同时健全风险控制系统，强化风险管理，
重点关注重要业务事项和高风险领域，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4、开展全方位的资金运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
2018年国家货币政策收紧，金融监管加强，结构性去杠杆稳步推进。为保证资金得到有效利用，公司积极部署资金预算，
采取多种融资手段，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保证公司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5、维护股东权益，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响应回购政策，进行了两次股份回购，积极维护股东权益。公司利用回购的股份实施了2018年股权激励
计划，健全了公司的中长期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核心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核心团队凝聚力和竞争力，促进公司
业绩持续稳定增长。
6、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障公司规范、高效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依据证监会、深交所等部门的相关规定，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内部控制建
设，提升公司综合治理水平。同时，进一步加强董事会职责建设，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的作用，促进公司决策科学、高效，推进公司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汽车及配件类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2,777,703,198.87 2,384,858,861.73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14.14%

46.34%

52.13%

-3.27%

家电配件类

804,950,583.58

745,624,404.19

7.37%

29.93%

33.74%

-2.64%

电机及配件类

181,547,748.23

162,238,996.60

10.64%

-10.05%

-14.24%

4.37%

移动运营商计费

112,709,631.86

20,416,940.79

81.89%

-6.83%

-11.86%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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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服务
移动信息服务业
务

185,557,502.59

127,592,534.65

31.24%

-19.94%

68.62%

-36.11%

第三方支付业务

547,083,785.09

321,243,766.18

41.28%

0.39%

37.28%

-15.78%

大数据业务

146,041,360.36

24,505,501.44

83.22%

48.88%

149.59%

-6.7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金融科技产业经过近几年的高速增长后进入规范期，制造业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仍处于转型升级阶段。
在此经济背景下，公司金融科技板块及时顺应政策调整部署，在合规运营的前提下实现了稳健发展，智能制造板块在继续贯
彻“产业聚焦、转型升级、优化提效”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实现了健康持续发展。公司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501,123.91万元，较同期增长25.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323.92万元，较同期下降67.81%，不考虑商誉减值因
素，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319.22万元，较同期增长2.23%。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通知》的要求，本公司按照《通知》附件 1《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的相应
的变更并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通过。

备注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287,353,223.73

应收款项

969,155,701.0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56,508,924.78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固定资产

18,973.15

27,075,909.01

27,056,935.86
734,477,018.23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其他应收款

89,868,225.13

固定资产

734,477,018.23

在建工程

89,868,2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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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399,700,703.71

应付账款

324,680,649.65

应付利息

1,561,295.49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0,206,245.32

管理费用

504,538,477.42

财务费用

-44,270,285.6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24,381,353.36

其他应付款

101,767,540.81

管理费用

362,252,291.44

研发费用

142,286,185.98

财务费用

-44,270,285.62

其中：利息费用

14,740,352.01

利息收入

56,723,485.19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国平
2019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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