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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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体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珊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吴珊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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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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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素琴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15167833210 

传真 0577-68800713 

电子邮箱 1138093376@qq.com 

公司网址 www.huazhengchen.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浙江省苍南县灵溪镇花莲路 2-130 号（B 幢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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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61,851.91 11,617,210.15 45.1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68,162.79 5,488,059.04 -4.0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05 1.10 -4.5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8.76% 52.76% - 

资产负债率%（合并） - -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0,115,773.84 20,057,306.80 0.2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9,896.25 192,702.54 -214.1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862,286.45 117,568.50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3,993.78 -4,175,286.68 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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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25.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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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3% 15.3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43 -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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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管           

      核心员工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000,000 100% 0 5,000,000 1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250,000 85% 0 4,250,000 85% 

      董事、监事、高管 750,000 15% 0 750,000 15%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5,000,000 - 0 5,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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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体万 3,750,000 0 3,750,000 75% 3,750,000 0 

2 陈体要 750,000 0 750,000 15% 750,000 0 

3 林青云 500,000 0 500,000 10% 500,000 0 

合计 5,000,000 0 5,000,000 100% 5,000,000 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陈体万与林青云是夫妻关系，陈体万与陈体要是兄弟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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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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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准则以下统

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

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

施行。本公司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开始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9年 5月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简称“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准则”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以下简称“债务重组准则” )。修订后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及债务重组准则对本公司无显著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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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3,397,250.82       

应收账款   3,397,250.8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2,484,658.94       

应付账款   2,484,65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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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