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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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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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文娇  
职务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电话 0755-26559930 
传真 0755-86021261 
电子邮箱 buydeem@crastal.com 
公司网址 http://www.buydeem.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01 号南山智园 A7 栋 8 楼  518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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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总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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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823,480.28 371,700,033.83 5.1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1,715,229.23 246,088,492.86 14.48% 
营业收入 530,018,398.22 488,669,754.56 8.4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690,819.89 52,495,753.47 -20.5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2,166,636.25 47,903,874.6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491,392.53 74,132,215.31 -48.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2% 21.6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81 0.3281 -21.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81 0.3281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73 1.54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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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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319,000 95.20% -2,000 152,317,000 93.4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1,000,000 38.13% - 61,000,000 37.41% 
      董事、监事、高管 2,203,000 1.38% -2,000 2,201,000 1.35% 
      核心员工 4,640,000 2.90% - 4,640,000 2.87% 

有限售条

件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7,681,000 4.80% 3,052,000 10,733,000 6.5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 - - 
      董事、监事、高管 7,681,000 4.80% 2,000 7,683,000 4.71% 
      核心员工 - - 3,050,000 3,050,000 1.87% 

     总股本 160,000,000 - 3,050,000 163,05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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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辉电器集

团有限公司 
61,000,000   61,000,000 37.41%   61,000,000 

2 张北 52,593,000 43,000 52,636,000 32.28%  52,636,000 
3 张席中夏 16,124,000  16,124,000 9.89%  16,124,000 
4 方镇 7,819,000 360,000 8,179,000 5.02% 6,134,250 2,044,750 
5 席冰 7,580,000  7,580,000 4.65%  7,580,000 

合计 145,116,000 145,116,000 403,000 145,519,000 89.25% 6,134,250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公司股东晶辉电器集团由 GEORGE MOHAN ZHANG 100%持股，公司股东张北与 GEORGE MOHAN ZHANG 为父

子关系；因此，股东晶辉电器集团与张北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股东席冰与张席中夏为母子关系。 
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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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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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

金额的说明） 

2017年 5月 1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 16号--政府补助》，本公司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实施，此项会计政策

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

公司第二届 17 次董事会会

议批准。 

 

2017年 4月 28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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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实施，此项会计政策变更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

公司第二届 17 次董事会会

议批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0.42% 

GEORGE 

 MOHAN ZHANG 

 

 

 

 

 

晶辉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张北 张席中夏 其他股东合计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宝安分公司 

深圳市北鼎科

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北翰林

科技有限公司 

晶辉贸易有

限公司 

37.41% 32.28% 9.89% 

100% 

100% 

深圳前海北鼎手边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北辰烘焙

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鼎北贸易

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焙乐科

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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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编制 2017年度报表执行 2017

年 12月 25日，财政部颁布的《财政部关

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7）30 号），将原列报于

“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

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

公司第二届 17 次董事会会

议批准。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

整法， 2016 年调减营业外收入

694,517.08 元，调减营业外支出

890,768.32 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

-196,251.24元。 

报告期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之外，其他主要会计政策未发生变更，以上变更均对所有者权益无影响。 

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本集团不存在会计估计变更。 

3. 会计差错更正如下： 

（1） 公司原将其他业务收入形成的部分应收款项计入了其他应收款，现予以重分类调整至应收账款。 
（2） 将 SAP 上线初期产生的存货成本核算差异从存货科目调整到营业成本，并追溯调整至 2011 年、2012 年。 
（3） 公司原将预付给电商推广费用计入其他应收款，现调整至预付账款。 
（4） 将存货成本核算差异从存货科目调减，同步调减资本公积。 
（5） 2016 年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 年以上结转计入损益部分更正重分类到递延收益核算。 
（6） 2015 年-2016 年公司原将理财产品收益放入财务费用-利息收入核算，现调整至投资收益进行核算。2015

年-2016 年理财产品收益原在现金流量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核算，现更正调整至现金流量表-
投资活动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进行核算。 

（7） 2015 年公司将已处置的固定资产对应的减值准备冲减了资产减值损失核算，现将其更正为营业外支出核

算。 
（8） 2016 年公司将收到的常熟市电热合金材料厂有限公司的往来款项冲减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现

予以重分类调整到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该往来款在 2016 年予以收回，在现金流量表--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核算，现更正调整至现金流量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进行核算。 
（9） 2015 年公司将常熟市电热合金材料厂有限公司的往来款项计入预付账款，现予以重分类调整至其他应收

款，该往来款原在现金流量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核算，现更正调整至现金流量表-支付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进行核算。 

 

3.2 因会计政策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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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53,364,409.90 53,577,001.63 54,575,206.11 55,765,852.45 

其他应收款 9,152,554.81 8,505,403.63 13,237,032.36 15,282,486.86 

预付账款 11,472,617.57 11,907,177.02 10,724,498.51 7,488,397.67 

存货 68,574,989.42 56,104,670.31 72,908,328.58 60,438,009.47 

资本公积 14,105,922.79 1,635,603.68 14,105,922.79 1,635,603.68 

其他流动负债 2,882,532.00 1,054,332.00   

递延收益  1,828,200.00   

营业成本   305,657,163.63 306,446,699.43 

管理费用   39,458,626.86 38,669,091.06 

财务费用 -8,319,257.84 -6,388,333.44 -7,892,395.51 -5,741,981.17 

投资收益  1,930,924.40  2,150,4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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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   912,121.77 1,130,962.42 

资产处置收益  -196,251.24  -701,185.17 

营业外收入 4,440,284.76 3,745,767.68 6,690,468.28 6,670,335.89 

营业外支出 997,896.96 107,128.64 1,139,624.28 199,466.07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5,416,365.06 10,616,365.06 9,831,659.01 8,228,313.16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547,068.49 2,150,414.34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269,618,288.72 274,818,288.72 282,773,029.75 277,573,029.75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49,585,618.79 54,785,618.79 

备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母公司和深圳市北鼎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北翰林科技有限公司、晶辉贸易有限

公司、香港鼎北贸易有限公司 4 家二级子公司、深圳前海北鼎手边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北辰烘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焙乐科技有限公司 3 家三级子公司。 
其中，合并范围的变化情况如下： 

1.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报告期发生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合并方名称 
企业合并中取得的权益

比例 
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的依据 
合并日 

合并日的确定依

据 
深圳前海焙乐科技

有限公司 
100% 

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控

制的企业 
2017-6-30 

签订股份转让协

议 

（续） 

被合并方 

名称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被合并方的收入 被合并方的净利润 
被合并方的收

入 

被合并方的净利

润 

深圳前海焙乐科技有限公司 371,079.24 -2,143,141.53 - -604,049.59 

（2）合并成本： 

项目 深圳前海焙乐科技有限公司 

现金 1,511,671.50 

合并成本合计 1,511,671.50 

（3）合并日被合并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项目 
深圳前海焙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日 上年年末 

资产：   
货币资金 3,552,244.06 2,151,360.79 

应收款项 170,646.09 22,434.66 

其他流动资产 1,20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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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5,121.13 4,483.61 

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 272,260.00 

应交税费 18,537.20 10,068.65 

净资产 3,710,675.67 1,895,950.41 

减：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3,710,675.67 1,895,950.41 

2.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2017 年 8 月 16 日，新设成立增加子公司香港鼎北贸易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数为 1 万港币，持股比例 100%。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如下： 

1. 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1） 企业集团的构成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

地 
注册地 

业务性
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深圳市北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 深圳市 贸易 100.00  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 

深圳市北翰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 深圳市 生产 100.00  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 

晶辉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 香港 贸易 100.00  投资设立 

深圳前海北鼎手边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市 深圳市 贸易  100.00 投资设立 

深圳前海北辰烘焙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市 深圳市 贸易  100.00 投资设立 

深圳前海焙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 深圳市 贸易  100.00 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 

香港鼎北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 香港 贸易 100.00  投资设立 

1) 深圳市北鼎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北鼎科技） 
北鼎科技系于 2009 年 10 月 29 日成立，领取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697141136L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法定代表人:方镇。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

桃源街道学苑大道 1001 号南山智园 A7 栋 8 楼。 
经营范围：数字化家用电器的专业芯片、数字化线路板、嵌入式软件的设计、技术开发及销售，厨具、家用电

器、美容保健类电器、五金制品、塑胶制品的销售，经营电子商务、国内贸易（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滋补类中药材、干果、生活日用品、家务用品、文具用品、软枕、家具、

工艺品、日用瓷器、玻璃制品、服装服饰的购销，农副产品、预包装食品的购销。 
2) 深圳市北翰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北翰林） 
北翰林系于 2010 年 1 月 18 日成立，领取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550310652E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方镇，注册资本 20 万元，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

街道步涌工业 D 区第五栋 3 楼。 
经营范围为：计算机网络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不含限制项目）；

数字化家用电器的软件研发及销售；干果、滋补类中药材、生活日用品、家务用品、文具用品、软枕、家具、工艺

品、日用瓷器、玻璃制品、服装服饰的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另行办理广告经营项目审批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展览展示策划；供应链配套

业务；农副产品、预包装食品的购销；烤箱、多士炉、电炉、厨具类电器、美容保健类家用电器、小型家用电器、

小五金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3) 晶辉贸易有限公司（简称晶辉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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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辉贸易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于 2010 年 3 月 15 日以“商境外投资证第 4403201000048 号”《企业境外投

资证书》批准，由本公司全资设立，并于 2010 年 3 月 23 日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已发行股份数为 1 万美元，主要从

事家用电器、原材料等进出口贸易业务。 
4) 深圳前海北鼎手边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北鼎手边） 
北鼎手边系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成立，领取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326272348H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法定代表人：方镇。注册资本 500 万元，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

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网络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数字化家用电器的专业芯片、数字化线路

板、嵌入式软件的设计、技术开发及销售;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不含限制项目）；厨具、家用电器、美容保健类电

器、五金制品、塑胶制品的销售;生活日用品、家务用品、文具用品、软枕、家具、工艺品、日用瓷器、玻璃制品、

服装服饰的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从事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

另行办理广告经营项目审批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展览展示策划；供应链配套业务；滋补类中药材、干果

的销售。 
许可经营项目：农副产品、预包装食品的购销。 

5) 深圳前海北辰烘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北辰烘焙） 
北辰烘焙系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成立，领取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440301116871236 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MA5DGNE665；公司法定代表人：方镇。注册资本 500 万元，注册地

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电烤箱、厨房电器、烘焙周边用品、模具、容器、工具、电子称、电动打蛋器、厨师机、面包机的

技术开发及购销；经营电子商务（以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

件后方可经营）。^食品调料、料包、食材的购销；烘焙课程培训。 
6) 深圳前海焙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焙乐科技） 
焙乐科技系于 2016 年 7 月 29 日成立，领取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MA5DHDQ60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法定代表人:孙真。注册资本 500 万元，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

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及手机软件的技术开发；网页设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纸质包装品的购销；在网上

从事商贸活动（不含限制项目）；餐饮企业管理；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互联

网信息服务；影视节目制作；烘焙课程。 
7）香港鼎北贸易有限公司（简称鼎北贸易） 

鼎北贸易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以“商境外投资证第 4403201700446 号”《企业境外投资

证书》批准，由本公司全资设立，并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已发行股份数为 1 万港币，主要从事

进出口贸易业务。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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