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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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朱志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伟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伟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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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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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杰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22-22401961 

传真 022-22401869 

电子邮箱 Krs-dm-wwj@krscn.com 

公司网址 www.krscn.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天津市宝坻区大白街道九园工业园 3 号路，3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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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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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220,340.29 272,335,603.99 2.5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0,017,414.49 163,928,926.65 3.7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67 1.61 3.7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9.11% 39.81%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9.11% 39.81% - 

流动比率 2.36 2.32 - 

利息保障倍数 4.11 8.48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52,983,592.60 239,269,707.59 -36.0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88,487.84 20,044,004.81 -6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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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189,282.55 15,408,977.46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45,983.02 -3,675,232.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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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1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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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10.0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2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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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70,833 27.08% 0 27,570,833 27.0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9,087,500 18.75% 0 19,087,500 18.75% 

      董事、监事、高管     0     

      核心员工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74,229,167 72.92% 0 74,229,167 72.9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7,262,500 56.25% 0 57,262,500 56.25% 

      董事、监事、高管     0     

      核心员工     0     

     总股本 101,800,000 - 0 101,8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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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志强 41,992,500 0 41,992,500 41.25% 31,494,375 10,498,125 

2 王志坚 34,357,500 0 34,357,500 33.75% 25,768,125 8,589,375 

3 天津宝赢 15,270,000 0 15,270,000 15.00% 10,180,000 5,090,000 

4 天津宝鑫 10,180,000 0 10,180,000 10.00% 6,786,667 3,393,333 

合计 101,800,000 0 101,800,000 100.00% 74,229,167 27,570,83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朱志强系天津宝鑫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志坚系天津宝赢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2）公司股东朱志强、王志坚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现行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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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1、公司无控股股东。认定依据如下： 

（1）有限公司成立至 2006 年 5 月，朱志强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为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 

（2）2006 年 5 月至 2008 年 12 月，有限公司不存在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

上的股东，亦不存在以协议或其他约定方式对有限公司进行控股的情形，因此不存在控股股东。 

（3）2008 年 12 月至 2017 年 9 月，朱志强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为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 

（4）2017 年 9 月至今，公司股东朱志强、王志坚、天津宝赢、天津宝鑫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

分别为 41.25%、33.75%、15.00%、10.00%。 

同时，2017 年 9 月，朱志强和王志坚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二人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策

中一致行动，向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提出任何议案及对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任何议案进行表决前，均先行

协商，取得一致意见。若双方不能协商一致，以朱志强意见为准。 

综上，公司股权较为分散，公司单一股东持股比例均少于50%且无法行使否决权，公司不存在控股

股东。 

2、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朱志强、王志坚。认定依据如下： 

（1）有限公司设立至 2017 年 9 月，朱志强持股比例均高于 30.00%且显著高于其他股东，依其出资

额所享有的表决权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同时，该时期朱志强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

董事（董事长），能够对公司经营管理和业务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朱志强在有限公司设立至 2017

年 9 月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2）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3 月，朱志强担任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志坚担任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

的总经理，且 2017 年 9 月，朱志强和王志坚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二人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

策中一致行动，向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提出任何议案及对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任何议案进行表决前，均先

行协商，取得一致意见。若双方不能协商一致，以朱志强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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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份公司成立后，朱志强担任董事长，王志坚担任董事、总经理，两人依据《一致行动人协议》，

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中一致行动，向董事会、股东大会提出任何议案或对董事会、股东大会的任何

议案进行表决前，均事先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经核查股份公司自创立以来的历次董事会、股东大会会

议资料，该二人在历次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中表决意见未见分歧。朱志强和王志坚通过一致行动，得

以对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形成重大影响，支配公司行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综上，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朱志强、王志坚。 

朱志强，男，1970 年 11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1994 年 1 月至 2002 年 4 月，

作为个体经销商从事销售业务；2002 年 5 月至 2018 年 3 月，创建天津市卡尔斯阀门有限公司，任执行

董事（董事长）。股份公司成立后，任董事长。 

王志坚，男，1972年5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1995年7月至1999年5月，作为个

体户从事阀门制造和销售业务；1999年5月至2005年6月，就职于天津市塘瓦美特斯阀门有限公司，任技

术总工程师；2005年7月至2006年12月，就职于天津市伯纳德阀门制造有限公司，任销售经理；2007年1

月至2018年3月，就职于天津市卡尔斯阀门有限公司，任总经理。股份公司成立后，任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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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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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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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废止。因公司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

结合通知附件 1 和附件 2 的要求对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除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应调整的报

表项目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仅调整首次执行日及当期报表项目外，变更的其他列报项目和内容，应当

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变更当期的列报要求进行调整。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影响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79,527,520.74 

应收票据 3,237,497.06 

应收账款  176,290,023.6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1,837,4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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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41,837,494.01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至 5 月期间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14 号）（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衔接规定，本公

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

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基于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及企业管理该等

资产的业务模式分类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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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大类别。取消了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

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原分类。权益工具投资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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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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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

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资产减值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减值的要求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以及分类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应收账款以及财务担保合同。新金融工具准

则要求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以替代原先的已发生信用损失模型。新减值模型要求采用三阶段模型，依

据相关项目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是否发生显著增加，信用损失准备按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或者整

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计提。对于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及租赁应收款存在简化方法，允许始终按

照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确认减值准备。 

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本公司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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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527,520.74       

应收票据   3,237,497.06     

应收账款   176,290,0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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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1,837,494.01       

应付账款   41,837,4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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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卡尔斯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