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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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高寒、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延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延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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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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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寒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20-38657819 
传真 020-89184918 
电子邮箱 gaohan0108@foxmail.com 
公司网址 http://www.gzevergrandefc.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78 号恒大中心 5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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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78 号恒大中心 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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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0,277,636.85 1,899,766,883.23 30.5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51,331,333.15 -2,208,408,891.94 -87.9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0.46 -5.57 -87.7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 - 
资产负债率%（合并） 267.37% 216.25%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公告编号：2020-008 

营业收入 782,821,669.58 602,850,443.09 29.8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2,922,441.21 -1,828,743,679.74 -6.2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671,411,605.55 -1,869,065,582.77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20,133,795.95 -1,583,402,311.66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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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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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90 -4.61 -6.29% 
（自行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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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34,000 5.48% 0 21,734,000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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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000,000 94.52% 0 375,000,000 94.5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25,000,000 56.71% 0 225,000,000 5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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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734,000 - 0 396,734,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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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大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 
225,000,000 0 225,000,000 56.71% 225,000,000   

2 阿里巴巴(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 

150,000,000 0 150,000,000 37.81% 150,000,000   

3 深圳市建融合投

资有限公司 
5,399,000   5,399,000 1.36%   5,3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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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深圳市第一前海

体育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4,585,000 0 4,585,000 1.16%   4,585,000 

5 苏州金螳螂企业

（集团）有限公

司 

2,500,000 0 2,500,000 0.63%   2,500,000 

6 深圳广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500,000 0 2,500,000 0.63%   2,500,000 

7 江苏南通三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 0 1,500,000 0.38%   1,500,000 

8 前海开源资产-
民生银行-前海

开源资产恒通

15 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750,000 0 750,000 0.19%   750,000 

9 科顺防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750,000 0 750,000 0.19%   750,000 

10 上海邦阁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邦
阁新三板 1 号私

募投资资金 

619,000 0 619,000 0.16%   619,000 

合计 393,603,000 0 393,603,000 99.22% 375,000,000 18,603,0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股东之间均独立，无一致行动人。 
2019 年 12 月 2 日，深圳市建融合投资有限公司购买了股东宝盈基金-平安银行-宝盈新三板

盈丰 11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和安徽足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全部所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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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2020-008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以下合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于 2019 年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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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已采用上述准则和通知编制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十二个月期间财务报表，对本公司及本公司报表

的影响列示如下： 
1. 一般企业报表格式的修改  

会计政策变更的        受影响的                     影响金额           

内容和原因            报表项目名称 

 

                                                    2018 年              2018年 

                                                 12月 31日             1月 1日 

本公司将应收票据及应  调增：应收账款         120,952,896.78       95,491,695.16 
      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 
      收账款项目和应收票  调减：应收票据及应 

      据项目。              收账款               120,952,896.78       95,491,695.16 
 

本公司将应付票据及应  调增：应付账款          21,793,102.00       23,850,399.82 
     付账款项目分拆为  调增：应付票据          19,017,613.60                   - 
     应付账款项目和应  调减：应付票据及应       
     付票据项目。        付账款                40,810,715.60       23,850,399.82 

 
 

2. 金融工具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

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未重列。于 2018 年 12月 31日及 2019年 1月 1日，本

公司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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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于 2019年 1月 1日，本公司财务报表中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

行分类和计量的结果对比表：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269,174,512.88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269,174,512.88 

  交易性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20,952,896.78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20,952,896.78 

 应收款项融

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6,772,080.72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16,772,080.72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

益工具) 
80,000.00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80,000.00 

 

(ii)于 2019 年 1月 1日，本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下的计量类别，将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新

金融工具准则下的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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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的计量类别 注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表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表 2  

    

 表 1：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注释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69,174,512.88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新金融工具准则)  - 

2019 年 1 月 1 日  269,174,512.88 

   

应收款项(注释 1) 

2018 年 12 月 31 日  137,724,977.50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融资产 (新金融工具准则)  
 

-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合计  - 

2019 年 1 月 1 日  137,724,977.5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合计(新金融工具准则)  406,899,490.38 

   

 注释 1：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 1 月 1 日，应收款项余额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等报表项目。 

   
表 2：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注释 账面价值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入(原金融工具准则) i) 80,000.00 

 2019 年 1 月 1 日  80,000.00 

 
 注释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18 年 12 月 31 日 
 80,000.00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 (新金融工具准则) 

* 80,000.00 

2019 年 1 月 1 日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资产合计(新金融 80,000.00 



公告编号：2020-008 

工具准则) 

 
 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持有的以成本计量的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账面金额为

80,000.00 元，累计计提减值准备 0 元。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出于战略投资的考虑，本公司

选择将该等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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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示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原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无差异。 
  
 (iii)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将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

则规定的损失准备的调节表： 
  
 计量类别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

提的损失准备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

则计提的损失准备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40,214,375.49  -  -  40,214,375.49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8,137,261.92  -  -  8,137,261.92 

         

 合计 48,351,637.41  -  -  48,351,637.41 

         

 上述修订的准则对本公司前期比较数据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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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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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120,952,896.78   95,491,695.16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120,952,896.78   95,491,695.16   

应付账款   21,793,102.00   23,850,399.82 
应付票据   19,017,613.6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40,810,715.60   23,850,3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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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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