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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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为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为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成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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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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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方（暂代）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20-28260063 

传真 020-28250050 

电子邮箱 Chengfang@winhong.com 

公司网址 www.winhong.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广州市天河区元岗横路 33 号天河慧通产业广场 B2 栋，

51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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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122,340.75 321,915,851.70 -11.7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0,417,056.34 215,788,441.42 -16.3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28 2.72 -16.1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5.79% 40.44%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9.45% 34.81%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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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14,874,590.19 153,996,694.97 -25.4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371,385.08 3,333,899.5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9,579,822.50 -4,840,137.36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604,434.89 -9,410,8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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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6%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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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2.3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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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09,548 78.26% -13,178,106 48,831,442 61.6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管 24,500,840 30.92% -16,875,106 7,625,734 9.62% 

      核心员工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7,228,852 21.74% 13,178,106 30,406,958 38.3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管 11,349,096 14.32% 13,178,106 24,527,202 30.95% 

      核心员工           

     总股本 79,238,400 - 0 79,238,4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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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为杰 20,717,808 -3,147,000 17,570,808 22.17% 13,178,106 4,392,702 

2 涂华奇 11,228,000 -550,000 10,678,000 13.48% 8,421,000 2,257,000 

3 深圳粤之

商投资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6,023,376 0 6,023,376 7.60%   6,023,376 

4 永丰云尚

企业管理

6,167,880 -900,000 5,267,880 6.65%   5,26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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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有限

合伙） 

5 邹理贤 3,904,128 0 3,904,128 4.93% 2,928,096 976,032 

6 余继业 5,179,808 -1,337,000 3,842,808 4.85% 3,841,356 1,452 

7 江艳 2,765,000 0 2,765,000 3.49%   2,765,000 

8 成都航天

工业互联

网智能制

造产业投

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2,242,000 0 2,242,000 2.83%   2,242,000 

9 云宏信息

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第一期员

工持 

股计划 

2,038,400 0 2,038,400 2.57% 2,038,400 0 

10 欧海兵 

 

 

 

1,620,000 0 1,620,000 2.04%   1,620,000 

合计 61,886,400 -5,934,000 55,952,400 70.61% 30,406,958 25,545,442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2016 年 4 月 26 日，公司 3 名股东-涂华奇、邹理贤和云尚投资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

议》，上述3名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06%，实际支配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5.06%。 

2、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张为杰是公司股东-云尚投资的有限合伙人，占云尚投资认

缴出资额的 47.34%。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由于公司股权结构分散，单个股东持有股份的比例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0%。同时，公司任何股

东均无法单独通过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以及公司重大事

项，公司不存在能够对公司绝对或相对控制的股东。 

因此，本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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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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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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

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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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87,799.29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19,687,799.2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7,593,378.70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7,593,378.70 

管理费用 29,607,473.01  管理费用 23,107,109.34 

研发费用 44,427,200.02  研发费用 50,927,563.69 

(2)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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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

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

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

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

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

非交易性类权益类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

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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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应收款。 

1)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无影响。 

2) 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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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表： 

项  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14,198,871.26 摊余成本 14,198,871.26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119,687,799.29 摊余成本 119,687,799.29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2,397,550.48 摊余成本 2,397,550.48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12,990,837.00 摊余成本 12,990,837.00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27,593,378.70 摊余成本 27,593,378.70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57,686,070.94 摊余成本 57,686,070.94 

3) 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

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

的账面价值（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 年 1 月 1 日） 

A. 金融资产 

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14,198,871.26   14,198,871.26 

应收账款 119,687,799.29   119,687,799.29 

其他应收款 2,397,550.48   2,397,550.48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总金融资产 
136,284,221.03   136,284,221.03 

B. 金融负债 

摊余成本 

短期借款 12,990,837.00   12,990,837.00 

应付账款 27,593,378.70   27,593,378.70 

其他应付款 57,686,070.94   57,686,070.9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总金融负债 
98,270,286.64   98,270,286.64 

4) 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

和计量的新损失准备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

失准备（2018 年 12 月 31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计

提损失准备（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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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 月 1 日） 

应收账款 26,095,072.78   26,095,072.78 

(3) 本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

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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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87,799.2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119,687,799.29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7,593,378.7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27,593,378.70       

管理费用 29,607,473.01 23,107,109.34     

研发费用 44,427,200.02 50,927,563.69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云宏信息科技（云浮）

有限公司 
新设 2019 年 6 月 26 日 5,600,000.00 100.00%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云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