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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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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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勇  

职务 是 

电话 020-32290198 

传真 020-32051722 

电子邮箱 info@surexam.com 

公司网址 www.surexam.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广州科学城揽月路 80 号广州科技创新基地 B 区第五

层,510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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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97,672,994.12 286,930,203.98 3.7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3,405,679.20 226,910,341.31 2.86% 

营业收入 76,676,740.09 56,085,146.34 36.7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95,337.89 -10,306,284.38 163.0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6,226,078.99 -16,404,763.46 62.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2,319.83 26,549,634.00 -107.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2% -4.44%  - 

基本每股收益 0.09 -0.15 160.0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38 3.29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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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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05,270 80.59% 561,825 56,167,095 81.4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董事、监事、高管 2,926,908 4.24% 1,073,335 4,000,243 5.80% 

核心员工 - -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3,394,730 19.41% -561,825 12,832,905 18.6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董事、监事、高管 13,394,730 19.41% -561,825 12,832,905 18.60% 

      核心员工      

     总股本 69,000,000 - 0 69,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81 

 

2.3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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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嘉森 8,602,260 - 8,602,260 12.47% 6,451,695 2,150,565 

2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做市

专用证券账户 

3,499,000 2,620,595 6,119,595 8.87%  6,119,595 

3 深圳前海京石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京石新

三板定增 1 号

基金 

10,000,000 -4,288,000 5,712,000 8.28%  5,712,000 

4 广州市立荣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700,000 4,288,000 4,988,000 7.23%  4,988,000 

5 卢文荣 2,558,504 - 2,558,504 3.71% 1,918,878 639,626 

合计 25,359,764 2,620,595 27,980,359.00 40.56% 8,370,573 19,609,786 

普通股前五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许嘉森系深圳前海京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京石新三板定增 1 号

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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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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 （财会[2018]15 号），采用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报表格式，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

追溯调整法，对资产总额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本公司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对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

金额的影响如下：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影响 

项  目 重述前金额 重述金额 重述后金额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6,125,601.23 -16,125,601.2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6,125,601.23 16,125,601.23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511,176.71 -1,511,176.7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511,176.71 1,511,176.71 

2.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影响 

项  目 重述前金额 重述金额 重述后金额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9,474,151.26 -9,474,151.26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474,151.26 9,474,151.26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860,078.59 -860,078.5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60,078.59 860,078.59 

3.对合并损益表项目影响 

项  目 重述前金额 重述金额 重述后金额 

管理费用 25,645,314.43 -6,473,611.73 19,171,702.70 

研发费用  6,473,611.73 6,473,611.73 

其他收益 3,222,038.61 13,089.42 3,235,128.03 

营业外收入 1,497,265.75 -13,089.42 1,484,176.33 

4.对母公司损益表项目影响 

项  目 重述前金额 重述金额 重述后金额 

管理费用 17,498,139.36 -6,473,611.73 11,024,5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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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  6,473,611.73 6,473,611.73 

其他收益 3,222,038.61 9,202.53 3,231,241.14 

营业外收入 1,127,359.71 -9,202.53 1,118,157.18 

5.对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影响 

项  目 重述前金额 重述金额 重述后金额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871,620.14 36,431,500.00 43,303,120.14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6,431,500.00 -36,431,500.00  

6.对母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影响 

项  目 重述前金额 重述金额 重述后金额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2,586,108.51 36,431,500.00 69,017,608.51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6,431,500.00 -36,43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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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 -  -  

应收账款 16,125,601.23  15,408,176.9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16,125,601.23  15,408,176.90 

应付票据 -    

应付账款 1,511,176.71  1,322,531.1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511,176.71 - 1,322,531.13 

管理费用 25,645,314.43 19,171,702.70 15,381,416.36 15,068,864.21 

研发费用  6,473,611.73  312,552.15 

其他收益 3,222,038.61 3,235,128.03 - 2,384,041.00 

营业外收入 1,497,265.75 1,484,176.33 3,329,180.38 945,139.38 

 

本公司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 （财会[2018]15 号），采用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报表格式，此项会计政策变更

采用追溯调整法，对资产总额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本公司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对列报前期财务报

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上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