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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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且出具了带有

强调事项段或其他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 庞飞 

职务 董秘兼财务总监 

电话 021-5176000 

传真 021-52066050 

电子邮箱 Pf569@muyingzhijia.com 

公司网址 www.muyingzhijia.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东路 75号汇阳广场 6楼 601  20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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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东路 75号汇阳广场 6楼   公司董秘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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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4,233,890.14 45,981,455.82 -69.0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855,406.51 8,385,672.17 -301.00% 

营业收入 58,639,955.61 199,748,632.42 -70.6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351,520.65 -65,318,960.70 61.1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6,171,295.43 -66,424,349.06 61.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6,679.30 -35,799,432.93 9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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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58.18%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10 -10.68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4.10 -10.68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2.72 1.35 -301.48% 

 

2.2 股本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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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990 2.44% 4,116,300 4,267,290 68.9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 - 435,329 435,329 7.03% 

      董事、监事、高管 - - 435,329 435,329 7.03%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6,039,590 97.56% -4,116,300 1,923,290 31.0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741,317 28.13% -435,329 1,305,988 21.10% 

      董事、监事、高管 1,741,317 28.13% -435,329 1,305,988 21.10%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6,190,580 - 0 6,190,58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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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勇明 1,741,317 0 1,741,317 28.13% 1,305,988 435,329 

2 EML 949,631 0 949,631 15.34% - 949,631 

3 
上海丽婴

房 
861,763 0 861,763 13.92% - 861,763 

4 润辉同兴 479,544 0 479,544 7.75% 319,696 159,848 

5 杭州基石 375,783 0 375,783 6.07% - 375,783 

合计 4,408,038 0 4,408,038 71.21% 1,625,684 2,782,354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邹勇明为润辉同兴有限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除此之外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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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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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 

1.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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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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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利润表新增的“资产处置收益”、“其他收益”行项目,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

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的资产

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决议 
营业外收入减少 5,378.97 元，重

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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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其他收益，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

数据不调整。 

董事会决议 
营业外收入减少 1,289.45 元，重

分类至其他收益。 

（3）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

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

调整。         

董事会决议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

-25,684,547.75 元。 

  

一、 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二、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报告期内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3.2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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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44.34 - - 

营业外收

入 
1,364,999.12 1,364,254.78 - - 

 

3.3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与上年度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了变化。报告期内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新增了 2017

年 11月 28日新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缘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3.4非标准审计意见说明 

√适用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

“可能导致对上海母婴之家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出具了带有强调事

项段或其他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2

017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审计报告中相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尽力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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