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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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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董事会秘书 顾弢弢  

职务 董事会秘书 

电话 0573-84825000 

传真 0573-84825999 

电子邮箱 jackiegu@kaihom.com 

公司网址 www.kaihom.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嘉善县惠民街道之江路 58号,3141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40,139,892.38 120,748,713.41 16.0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3,282,254.56 37,503,533.56 95.40% 

营业收入 348,731,433.84 259,470,213.94 34.4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925,429.46 9,201,485.07 170.8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3,539,475.12 8,787,539.90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05,975.43 14,746,946.75 8.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16% 24.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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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5 0.51 125.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5 0.51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3.19 1.88 69.68%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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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 - - 

      董事、监事、高管 - - - - -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3,000,000 100.00% - 23,000,000 10.0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0,000,000 43.48% - 10,000,000 43.48% 

      董事、监事、高管 10,000,000 43.48% - 10,000,000 43.48%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23,000,000 - 0 23,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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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军 10,000,000 0 10,000,000 43.48% 10,000,000 0 

2 庄利军 10,000,000 0 10,000,000 43.48% 10,000,000 0 

3 凯声投资 3,000,000 0 3,000,000 13.04% 3,000,000 0 

合计 23,000,000 0 23,000,000 100.00% 23,000,000 0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薛军直接持有凯声投资 16.00%的出资并任凯声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股东庄利军直接

持有凯声投资 16.00%出资。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股东之间无其他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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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薛军直接持有公司 43.48%的股份和凯声投资 16.00%的出资，并

为凯声投资唯一一名普通合伙人，任凯声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可通过凯声投资控制公司

13.04%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56.52%股份。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 4月 28日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该准则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该准则自 2017

年 6月 12日起施行。本公司对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 1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根据上述 2 项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7 年 12

月 2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资产负债表新增“持有待售资产”行项

目、“持有待售负债”行项目，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其他收益”行项目、净利润项

新增“（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行项目。2018 年 1 月 12 日，财政部发布

了《关于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根据解读的相关规定： 

    对于利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

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进行调整。由于“资产处置收益”项目的追溯

调整，对 2016年的财务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项  目 

合并财务报表 母公司财务报表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资产处置收益  -725.09  -725.09 

营业外支出 282,322.02 281,596.93 203,851.48 203,1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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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利润表新增的“其他收益”行项目，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

关规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

整。对公司 2017年财务报表项目无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重要会计估计变更如下：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的时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应收账

款中根据信用特征组合账龄分

析法坏账计提比例进行变更，

1-3个月比例 0%和 4个月-1年以

内（含 1年）5%，变更为 1年以

内 5%。 

本次变更经

公司第一届

第四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953,440.25 

资产减值损失 953,440.2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38,360.06 

所得税 -238,360.06 

盈余公积 -70,754.20 

未分配利润 -644,325.99 

净利润 -715,080.19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资产处置收益   -725.09     

营业外支出 282,322.02 281,596.93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减少了 1家，增加了 1家。 

1、2017年 7月 25日，本公司出资成立嘉兴凯途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000.00 万元，持股比例 100%，

因此纳入合并范围。 

2、2017年 4月 18日，本公司转让浙江友声复合面料有限公司 60%股权，转让后不再对其进行管理、承

担风险和享有权利，不在纳入合并范围。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