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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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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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立信中联审字(2018) D-0357 号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 宋文华 

职务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电话 0571-88480090 

传真 0571-88480094 

电子邮箱 hzsfbr@126.com 

公司网址 www.hz-sfbr.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龙潭路 16号 3幢 7层 701室 3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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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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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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06,145.15 25,355,954.75 8.4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985,209.51 12,943,057.03 23.50% 

营业收入 33,228,066.96 28,874,751.08 15.0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2,152.48 -1,822,582.74 266.9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88,667.07 -1,866,117.66 152.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41,860.25 -124,880.36 4,297.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03% -12.5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18 2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18 266.6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1.56 1.26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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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8,568 49.32% -246,601 4,801,967 46.9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417,850 13.85% -489,433 928,417 9.07% 

董事、监事、高管 2,094,860 20.47% -490,433 1,604,427 15.67% 

      核心员工 152,334 1.49% 77,666 230,000 2.25%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187,682 50.68% 246,601 5,434,283 53.0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888,820 28.22% 487,433 3,376,253 32.98% 

董事、监事、高管 4,916,850 48.03% 0 5,404,283 52.80% 

      核心员工 76,666 0.75% -76,666 0 0.00% 

     总股本 10,236,250 - 0 10,236,25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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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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龙 4,306,670 -2,000 4,304,670 42.05% 3,376,253 928,417 

2 宋文华 1,328,040 0 1,328,040 12.97% 996,030 332,010 

3 钱益民 1,023,000 0 1,023,000 9.99% 767,250 255,750 

4 

德清科睿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96,340 0 996,340 9.73% 0 996,340 

5 顾明云 978,000 0 978,000 9.55% 0 978,000 

合计 8,632,050 -2,000 8,630,050 84.29% 5,139,533 3,49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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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股东之间存在如下关联关系： 

（1）顾明云为刘文龙的岳父； 

（2）刘文龙持有德清科睿投资11.1877万元的出资，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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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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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工具的分类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的会计政策 

根据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

时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债务工具）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且合同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

础的利息的支付的，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业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又以出

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且合同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的，分

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除此之外的其他金融

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以摊余

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2019 年 1 月 1 日前适用的会计政策 

管理层按照取得金融资产的目的，将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或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和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他金

融负债等。 

 

2、 金融工具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的会计政策 

（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债权投资

等，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不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账

款以及本公司决定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融资成分的应收账款，以合同交易价格进行初始计量。 

持有期间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计入当期损益。 

收回或处置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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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包括应收款项融资、其

他债权投资等，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该金融资产按公允

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除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减值损失或利得和汇兑损益之

外，均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当期损

益。 

（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权益工具）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权益工具）包括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等，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该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进行后

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取得的股利计入当期损益。 

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留存收

益。 

（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其

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等，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该金融资产按公

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终止确认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5）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等，

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该金融负债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终止确认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6）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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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期间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计入当期损益。 

终止确认时，将支付的对价与该金融负债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019 年 1 月 1 日前适用的会计政策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 

取得时以公允价值（扣除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作为初始确认金额。持有期间将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期末将公允价值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处置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2）持有至到期投资 

取得时按公允价值（扣除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

确认金额。持有期间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如实际利率与票面利率差别较小的，按票面利率）

计算确认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实际利率在取得时确定，在该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

间内保持不变。处置时，将所取得价款与该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 

（3）应收款项 

公司对外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应收债权，通常应按从购货方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作

为初始确认金额。收回或处置时，将取得的价款与该应收款项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包括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除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外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的期末成本按照其摊余成本法确定，即初始确认金额扣除已偿还的本

金，加上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法将该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进行摊销形成的累计

摊销额，并扣除已发生的减值损失后的金额。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成本为其初始取得成

本。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减值损

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与摊余成本相关的汇兑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外，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在

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转出，计入当期损益。但是，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

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以及与该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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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取得的利息及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计入投资收益。 

（5）其他金融负债 

按其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通常采用实际利率法与摊余成本进行

后续计量。 

3、 金融资产减值的测试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的会计政策 

本公司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的预期信

用损失进行估计。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取决于金融资产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发生信用风险显著增加。 

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整个存

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

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未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

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通常逾期超过 30 日，本公司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

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如果金融工具于资产负债表日的信用风险较低，本公司即认为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

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金融资产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本公司在单项基础上对该金融资产

计提减值准备。 

对于应收账款，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分，本公司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

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对于租赁应收款、公司通过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长期应收款，本公司选择始终按照相

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对于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以及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

收款项融资及长期应收款等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减值准备；对于不存在

减值客观依据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款项融资，或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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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

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款项融资及

长期应收款等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具体如下： 

（1）应收票据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信用损失的方法 

组合一 银行承兑票据 

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

计信用损失率，该组合预期信用损失

率为 0% 

组合二 商业承兑汇票 
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

计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应收账款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信用损失的方法 

组合一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 

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

计信用损失率，该组合预期信用损失

率为 0% 

组合二 账龄组合 
按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3）其他应收款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信用损失的方法 

组合一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 

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个月

内或整个存续期预计信用损失率，

该组合预期信用损失率为 0% 

组合二 
除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外的其他各种应收及

暂付款项 

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个月

内或整个存续期预计信用损失率，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019 年 1 月 1 日前适用的会计政策 

（1）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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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

标准 

期末余额达到50万元（含50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为单项

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1）确定组合的依据及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分析法组合 相同账龄的应收款项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关联方往来、备用金及保证金、押金、

退税组合 
相同性质的应收款项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分析法组合 账龄分析法 

关联方往来、备用金及保证金、押金、

退税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账龄分析法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5.00 5.00 

1－2年（含2年） 10.00 10.00 

2—3年（含3年） 30.00 30.00 

3—4年（含4年） 50.00 50.00 

4—5年（含5年） 80.00 8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公告编号：2019-004 

11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有充分的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其他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应收利息、长期应收款等），根据其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4、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 2019年 4月 30日和 2019年 9月 19日 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

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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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分别列示为“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按照国家颁

布政策要求

统一调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列示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期末金额分别为788,293.00

元 和 13,389,482.34 元 ， 期 初 金 额 分 别 为

1,040,000.00元和14,857,212.63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别

列示为“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 

按照国家颁

布政策要求

统一调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列示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期末金额0元和4,416,710.35

元，期初金额分别为0元和5,290,591.12元； 

5、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 修订）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 修订）

（财会〔2019〕8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

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

大影响。 

6、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2019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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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2019 修订）（财

会〔2019〕9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

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

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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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  1,040,000.00 30,000.00  

应收账款  14,857,212.63 17,185,004.52  

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

款 

15,897,212.63    17,215,004.52 

短期借款 4,500,000.00 4,507,516.17   

其他应付

款 
327,320.14 319,803.97   

应付票据 0.00 0.00   

应付账款  5,290,591.12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5,290,591.12    

 

3.3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不适用 

 

3.4非标准审计意见说明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