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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400011、420011 公司简称：中浩 A5、中浩 B5 主办券商：长城证券

深圳中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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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

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1.4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中浩 A5、中浩 B5

股票代码 400011、420011

股票交易系统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两网及退市系统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慧敏 无

电话 0755-86528972 、82074220 无

传真 0755-86528757 无

电子信箱 huimin4250@sina.com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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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根据 2017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议案：公司 2016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2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16 年 2015 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815,591,226.39 123,616,254.26 559.78%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1,615,097.05 1,752,946,552.75 -96.49% -46,773,50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0,104,605.00 5,462,697.02+ -96.57% -46,773,509.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4,486,565.52 51,766,946.01 - -

总资产 2,358,191,800.34 2,264,264,269.89 4.15% 23,57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213,907,718.01 2,152,394,780.22 2.86% -1,915,063,590.61

净资产收益率（%） 2.78% 81.44% -96.59% -

§3 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数据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34,101,540.89 59,678,192.68 87,869,145.29 433,942,34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794,847.77 6,932,941.05 2,242,402.39 42,644,90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9,794,847.77 6,932,941.05 2,242,402.39 42,644,905.8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728,857.73 -10,734,341.56 -7,181,678.17 12,158,3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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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4.1 商业模式

目前，公司主要依托全资子公司相关业务，形成黄金钻石及珠宝的批发、

零售和环保食品包装容器的生产、加工、材料、销售的双主业经营模式。

公司所处的黄金珠宝钻石行业自 2016 年 9 月以来，受益于高端消费市场

的快速增长，我国珠宝零售行业也呈现上行波动。2013 年起我国零售行业消

费额有所增长，同期金银珠宝零售额增速也高于其他零售行业，珠宝零售相

较于其他品类增速弹性更大，当消费行业周期回暖时，珠宝行业相较于其他

品类将有更大受益。目前中国人均 GDP 加速提升，消费迈入多元化阶段，在

之后的十年中，珠宝类高端消费市场规模会更快速增长，珠宝消费占比也会

快速提升。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经验，该阶段有望带来新一轮消费浪潮，将持

续促进珠宝等高消费行业发展。同时，我国钻石饰品消费占比目前低于国际

水平，钻石零售行业还具有很大空间。

公司所处的环保食品容器行业，致力于环保可降解的一次性餐具、包装

容器等环保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在售产品规格有上百种型号，拥

有实力强大的一次性 GT 餐具研发生产销售能力，在国内同类产品中排名前列。

4.2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5,591,226.39 元，营业成本

705,795,410.41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34,486,565.52 元，净利

润 61,615,097.05 元。本年度公司全部营业收入来源于 7家控股子公司。公

司已具备良好的生产经营能力，实现了盈利。

4.3 未来展望

未来三到五年，珠宝行业随着市场竞争的深入，优势企业的品牌影响力

不断增强，销售渠道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珠宝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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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也将亟需品牌升级，企业品牌总数会逐渐减少，一些经营不善的区域性品

牌将会被合并、整合。由于整体市场需求继续加大，所以消费能力凸显的年

轻消费群体将更加注重购物体验及个性化定制服务。销售渠道将线上线下相

结合，品牌、款式、工艺将成为消费者购买的重要决策因素，也成为珠宝企

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部分。

2017 年，公司对黄金珠宝业务的发展方向是“夯实基础、积极拓展”，

从原料、销售、设计和加工等各个环节进行渗透，形成全产业链模式，扩大

市场份额的同时增强企业抵抗行业风险的能力。

其中，销售环节通过新增直营店、改造直营店加强内部管理，锤炼管理

团队；通过对产业链上相同类型企业进行横向并购、加盟，以输出管理的方

式迅速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实现企业对下游的渗透和控制。另外，通过对上

游企业如设计、加工、批发等环节施加纵向并购、合作，使之接受一体化或

准一体化的合约，通过产量或价格实现纵向的产业利润最大化。

自 2008 年我国开始实施限塑令，对白色污染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可降

解的 GT 餐具全面替代泡沫塑料餐具，给公司发展带来有利发展时机，以此为

机遇，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未来，公司以提供环保可降解食品包装用品为主

要发展方向，通过自主研发、资源整合、资本助力，形成产品、服务与品牌

营销为核心优势；通过以成本指标为导向引入目标管理，优化绩效考评；通

过目标管理追求精益生产；导入项目管理机制，寻求不断创新等措施，降低

制造成本。在人才建设方面，通过加快人才引入计划、建立培训管理系统、

建立和完善薪酬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绩效管理体系和塑造公司企业文化，优

化迅宝系人才结构，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4.4 风险因素

本次交易完成后，深圳中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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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同时经营环保、黄金珠宝类业务的非上市公众公司，而本次注入的“迅

宝系”资产在过去几年因债务问题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经营，根据迅宝系及深

中浩的重整计划，本次交易将很大程度上解决“迅宝系”资产的流动性问题，

减轻 “迅宝系”债务负担，使其主营业务得以逐步恢复正常；对于迅宝系、

珠宝类业务板块的运营，将保持原有的核心技术、经营团队，同时通过深中

浩的融资平台提供相应的资本服务。但由于深中浩、“迅宝系”资产在过去几

年均因债务问题而使得经营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本次重组完成后，在业务、

人员、机构等方面均需要进行磨合，核心资产盈利能力的充分释放需要一定

的时间。

§5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股本情况

本期期末 上期期末 增减比例

普通股总股本 1,598,761,067 157,213,420 916.94%

5.2 截至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投资者名称

（全称）

年初数 本期

增加

（股）

本期

减少

（股）

期末余额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深圳市中元

鼎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50,000 0.0318 1,004,264,580 173,106,160 831,208,420 51.99

北京中融金

鼎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

10,000 0.006 244,073,641 4,000 244,079,641 15.27

深圳市元维

三号咨询管

理中心（有限

合伙）

0 0 170,714,160 0 170,714,160 10.68

贵州图腾印

象传媒有限

公司

10,000 0.006 46,732,818 4,000 46,738,818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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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元

浩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0 0 43,644,323 0 43,644,323 2.73

北京大企飞

腾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10,000 0.006 41,203,268 4,000 41,209,268 2.58

徐博 10,000 0.006 38,631,460 4,000 38,637,460 2.42

陈晓晨 10,000 0.006 28,619,013 4,000 28,625,013 1.79

深圳吉金黄

金有限公司
10,000 0.006 25,754,307 4,000 25,760,307 1.61

海南慧轩实

业投资有限

公司

29,368,572 18.68 0 11,747,428 17,621,144 1.10

合计 29,478,572 18.75 1,643,637,570 184,877,588 1,488,238,554 93.09

注：1、本报告书中可能存在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略有差异的情况，该等

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上述股东名称及持股数发生变化是根据主办券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截止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的股东名册编制。

5.3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控股股东海南慧轩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9,368,572 股，持股比例为 18.68 %。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本次交易完成

后深圳市中元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元鼎”）持有

1,004,294,580 股，持股比例为 62.82 % ，公司控股股东由海南慧轩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中元鼎。截止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深圳中元鼎持有

深中浩 51.99 % 的股权，系深中浩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宿南南直接持有

深圳中元鼎 30 % 股权并与北京标准方向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准方

向公司”）签订《股东一致行动协议》，标准方向公司已将涉及深中浩事项的

提案权、表决权委托宿南南代为行使，并承诺与宿南南保持一致行动人关系，

故宿南南构成对深圳中元鼎股权表决权的实际控制。因此，宿南南通过深圳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17-011

7

中元鼎间接控制深中浩 51.99 % 的股份表决权，通过北京中融金鼎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金鼎”）间接持有深中浩 15.27 % 股份表决

权，合计控制公司 67.26 % 的股份表决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宿南南基本情况如下：

宿南南，女，1984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 22032219840728****，

本科学历。2003 年至 2007 年，就读于美国福特海斯州立大学。2007 年至 2008

年，就职于颐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担任业务董事；2009 年至 2015 年，就

职于凤凰会艺术品基金会，担任总裁；2014 年 12 月起，加入中融金鼎。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本报告期末，深中浩产权控制结构图如下：

说明：2016 年 10 月 19 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宿南南。

§6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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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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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无

6.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无

6.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

当做出具体说明。

无

6.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

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做出说明。

无

深圳中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