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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创永宣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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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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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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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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迪  

职务 董事长 

电话 010-65288289 

传真 010-65280062 

电子邮箱 lily@newmargin.cn 

公司网址 www.newmargin.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 4 区绿地中心 D 座绿地中国锦大厦

1601  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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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 4 区绿地中心 D 座绿地中国锦大厦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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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4,680,907.79 1,554,630,909.82 14.8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18,774,220.62 1,495,263,020.91 8.26% 

营业收入 40,977,876.50 63,524,826.88 -35.4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73,750.47 100,392,254.19 -93.9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071,732.28 100,259,092.88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881,599.41 24,311,917.35 -514.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9% 24.8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0 0.1014 -95.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0 0.1014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1.32 80.64 -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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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5,121 43.88% 528,782,865 536,917,986 43.8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468,750 18.71% 225,468,750 228,937,500 18.71% 

      董事、监事、高管 3,468,750 18.71% 225,468,750 228,937,500 18.71% 

      核心员工 

- - - - -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0,406,250 56.12% 676,406,250 686,812,500 56.1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0,406,250 56.12% 676,406,250 686,812,500 56.12% 

      董事、监事、高管 10,406,250 56.12% 676,406,250 686,812,500 56.12%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18,541,371 - 1,205,189,115 1,223,730,486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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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迪 13,875,000 901,875,000 915,750,000 74.83% 686,812,500 228,937,500 

2 冯涛 675,000 43,875,000 44,550,000 3.64%  43,875,000 

3 高建平 603,662 39,238,030 39,841,692 3.26%  39,238,030 

4 诺安资

管联创

定增 1

号专项

资产管

510,760 33,199,466 33,710,226 2.75%  33,199,466 



理计划 

5 高申 450,000 29,250,000 29,700,000 2.43%  29,250,000 

合计 16,114,422 1,047,437,496 1,063,551,918 86.91% 686,812,500 374,499,996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公司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艾迪。 

艾迪：女，1969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蒙古族，硕士研究生学历。1988

年至 1992年，东北师范大学，学士学位；2010年至 2012 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1995 年至 1999 年，Tasman 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2000 年至 2007 年，北京

高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2007年至 2011年，上海永宣创业投资管理公司副总经理；2011

年 2015 年，北京联创永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2015 年至今，

北京联创永宣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报告期内，艾迪持有公司 74.83%股权，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 

（二）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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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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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

——政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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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7 年 5月 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

未来适用法处理。 

北京联创永宣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4.83% 15.84% 3.64% 3.26% 2.43% 

其他 高申 高建平 冯涛 艾迪 

100%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

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年 1月 1日至施

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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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归集于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调整至资产处置收益单独列报。2017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按新口径追

溯调整。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本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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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以“-”号填列） 

  -177,515.83     

营业外支出 177,515.83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新增子公司霍尔果斯永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持有 51%股权。根据公司章程，该事

项无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批准设立。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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