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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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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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梦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梦琦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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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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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王梦琦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10- 62276910 

传真 010- 62276910 

电子邮箱 shengwanglvhua@126.com 

公司网址 -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产业基地园盈路 7 号，

1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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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30,604,833.36 7,491,272.57 308.5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37,691.07 6,646,576.50 14.9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27 1.11 14.9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5.04% 11.28% - 

资产负债率%（合并） - -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30,408,131.35 8,202,127.64 270.7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1,114.57 753,748.55 31.4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01,114.57 753,798.55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61,516.48 -1,245,184.96 186.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3.88% 21.4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2.62% 21.4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3 -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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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00% 0 0 0.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00% 0 0 0.00% 

      董事、监事、高管 0 0.00% 0 0 0.00%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6,000,000 100.00% 0 6,000,000 100.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800,000 80.00% 0 4,800,000 80.00% 

      董事、监事、高管 0 0.00% 0 0 0.00%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6,000,000 - 0 6,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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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阳 4,800,000 0 4,800,000 80.00% 4,800,000 0 

2 李鹏飞 1,200,000 0 1,200,000 20.00% 1,200,000 0 

合计 6,000,000 0 6,000,000 100.00% 6,000,000 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陈阳持有公司股份 4,800,000 股，持股比例为 80.00%，陈阳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及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实际控制公司的经营管理，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陈阳，女，1986 年 6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大庆师范学院，英语专业，本科

学历。主要经历：2009 年 9 月至 2011 年 9 月，担任北京文思创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专员：2011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0 月，担任北京尚健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2013 年 10 月至 2018 年 8

月，担任北京领航互动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由于代持原因，2012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工商登记的

经理为毕于龙。）；2018 年 4 月至 2018 年 10 月，担任北京盛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18

年 8 月至今，担任北京领航互动广告股份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8 年 11 月至今，担任北京盛旺绿化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股权结构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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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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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行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参照文件规定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并对比较

期间财务报表列报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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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1）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原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336,000.00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3,336,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35,000.0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35,000.00 

2）利润表从原“资产减值损失”项目以正数列示改为以负数列示。 

公司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 6 号文进行调整，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公司的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 号），对金融工具相关的会计准则进行了如下变更： 

1）减少金融资产类别，由“四分类”改为“三分类”，修订前划分依据是根据公司的持有意图，修

订后是根据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进行判断，将金融资产划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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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2）金融工具的减值，由“已经发生信用损失法”修订为“预期信用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

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的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指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的投资，后续

计量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部分在处置时不能转入当期损益改为直接调整留存收益。 

本公司根据上述列报要求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由于上述要求，本期和比较期间财务报表的部

分项目列报内容不同，但对本期和比较期间的本公司净利润和公司股东权益无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无。 

16、重大会计判断和估计 

本公司在运用会计政策过程中，由于经营活动内在的不确定性，本公司需要对无法准确计量的报表

项目的账面价值进行判断、估计和假设。这些判断、估计和假设是基于本公司管理层过去的历史经验，

并在考虑其他相关因素的基础上做出的。这些判断、估计和假设会影响收入、费用、资产和负债的报告



金额以及资产负债表日或有负债的披露。然而，这些估计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实际结果可能与本公司管

理层当前的估计存在差异，进而造成对未来受影响的资产或负债的账面金额进行重大调整。 

本公司对前述判断、估计和假设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定期复核，会计估计的变更仅影响变更当

期的，其影响数在变更当期予以确认；既影响变更当期又影响未来期间的，其影响数在变更当期和未来

期间予以确认。 

于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需对财务报表项目金额进行判断、估计和假设的重要领域如下： 

（1）金融资产减值 

本公司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对金融工具的减值进行评估，应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需要做出重大判

断和估计，需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在做出该等判断和估计时，本公司根据

历史数据结合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指标、行业风险、外部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客户情况的变化等因素

推断债务人信用风险的预期变动。 

（2）存货跌价准备 

本公司根据存货会计政策，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及陈旧和滞销

的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存货减值至可变现净值是基于评估存货的可售性及其可变现净值。鉴定存

货减值要求管理层在取得确凿证据，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的基

础上作出判断和估计。实际的结果与原先估计的差异将在估计被改变的期间影响存货的账面价值及存货

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 

（3）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除金融资产之外的非流动资产判断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对使用

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除每年进行的减值测试外，当其存在减值迹象时，也进行减值测试。其他除金

融资产之外的非流动资产，当存在迹象表明其账面金额不可收回时，进行减值测试。 

当资产或资产组的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即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和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中的较高者，表明发生了减值。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参考公平交易中类似资产的销售协议价格或可观察到的市场价

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处置的增量成本确定。 

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需要对该资产（或资产组）的产量、售价、相关经营成本以及计算现

值时使用的折现率等作出重大判断。本公司在估计可收回金额时会采用所有能够获得的相关资料，包括

根据合理和可支持的假设所作出有关产量、售价和相关经营成本的预测。 

本公司至少每年测试商誉是否发生减值。这要求对分配了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进行预计。对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预计时，本公司需要预计未来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

产生的现金流量，同时选择恰当的折现率确定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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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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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6,00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3,336,000.0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35,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4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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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