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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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封建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解同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解同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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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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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燕华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无 

电话 021-32070298-830 

传真 021-32070298 

电子邮箱 Yolanda.guo@urightmedia.cn 

公司网址 无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上海市长宁区江苏北路 125 号华联创意广场 B 幢 4 层；邮

编 2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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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公司于2020年2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邓宇宏为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变更后的董事会秘书为邓宇宏，联系电话：0451-84351880，联系邮箱：

64999572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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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64,130.10 17,752,505.17 -15.7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746,612.72 16,257,893.21 -9.3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00 1.10 -9.0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45% 8.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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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合并）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452,830.13 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1,280.49 -1,135,260.2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698,801.23 -1,406,655.96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04,434.49 -645,9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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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 -6.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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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 -8.3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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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6,985 51.59% -53,250 7,563,735 51.2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382,405 16.14% -724,250 1,658,155 11.23% 

      董事、监事、高管           

      核心员工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7,147,215 48.41% 53,250 7,200,465 48.7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7,147,215 48.41% 53,250 7,200,465 48.77% 

      董事、监事、高管           

      核心员工           

     总股本 14,764,200 - 0 14,764,2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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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文浩 8,187,420 -671,000 7,516,420 50.91% 6,193,815 1,322,605 

2 封建伟 1,611,759 1,341,863 2,953,622 20.01%   2,953,622 

3 巩建 1,962,967 219,591 2,182,558 14.78%   2,182,558 

4 郭燕华 1,342,200 0 1,342,200 9.09% 1,006,650 335,550 

5 熊艳明 192,382 0 192,382 1.30%   192,382 

6 李源林 169,000 0 169,000 1.14%   169,000 

7 高蜀卉 0 60,000 60,000 0.41%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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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田力 27,000 28,000 55,000 0.37%   55,000 

9 丁斌 51,000 0 51,000 0.35%   51,000 

10 刘春艳 28,844 8,000 36,844 0.25%   36,844 

合计 13,572,572 986,454 14,559,026 98.61% 7,200,465 7,358,561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公司股东于文浩和郭燕华为夫妻关系，除此之外普通股前十名

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报告期末，于文浩持有公司 50.91%的股份，郭燕华持有公司 9.09%的股份，二人为夫妻关系，二人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于文浩，男，1970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1994 年-1996 年任北京握

奇数据有限公司销售经理，1996 年-1998 年任北京中国企业界杂志社销售经理，1999 年-2005 年任北京

欢乐传媒集团运营总经理，2005 年-2006 年任旅游卫视全国市场总监，2006 年-2008 年任上海点视传媒

公司副总裁，2009 年与郭燕华合伙创立上海优睿广告有限公司（本公司），历任监事、法定代表人、总

经理。目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 

郭燕华，女，1986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8年7月至11月任奥美

广告集团客户主管，2008年12月-2009年8月任盛世长城国际广告公司客户主管，2009年9月与于文浩合伙

成立上海优睿广告有限公司（本公司），历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监事。目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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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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

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

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统

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具准

则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

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

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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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

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

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本公司调整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 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财会【2019】1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

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科目 金额 新列报报表科目 金额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3,962.26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3,9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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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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3,962.26   0 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3,9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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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优睿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