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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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沈琼、陈瑜、李德康、李微及监事黄沐荣、陈宇、何莹对年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无法保证年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2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董事沈琼、陈瑜、李微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目前公司处于破产清算阶段，公

司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增选新董事。鉴于目前公司在职董事人数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会议召开

最低人数，公司无法召开董事会，潘宇涵、沈琼、陈瑜、李德康、李微均未出席。福州市马尾区人

民法院已指定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的管理人。 

1.3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管理人对相关

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4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潘宇涵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13799930370 

传真 0591-83978692 

电子邮箱 569358251@qq.com 

公司网址 www.kolumb.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鳌江路 8 号（江滨中大道北侧、曙

光路东侧）福州万达广场二期 B1#甲级写字楼 20 层;邮政

编码：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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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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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5,590.33 7,767,048.08 -21.7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5,184,564.05 -201,281,1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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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3.06 -3.0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43.82% 141.8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477.20% 2,691.48%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28,117.09 3,424,660.06 -93.3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03,443.43 -5,735,819.4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885,226.06 -5,556,502.13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5,166.91 -688,124.23 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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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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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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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61,112 19.20% 0 12,861,112 19.2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379,630 2.06% 0 1,379,630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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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38,888 80.80% 0 54,138,888 80.8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7,241,055 40.66% 0 27,241,055 40.66%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67,000,000 - 0 67,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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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庆华 28,620,685 0 28,620,685 42.72% 27,241,055 1,37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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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海瑞京-

佳浩新三

板投资基

金 1号专项

资产管理

计划 

5,555,555 0 5,555,555 8.29% 0 5,555,555 

3 北京七弦

和风创业

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703,704 0 3,703,704 5.53% 3,703,704 0 

4 杭州华媒

七弦股权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3,703,704 0 3,703,704 5.53% 3,703,704 0 

5 上海汉理

前景股权

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3,703,704 0 3,703,704 5.53% 3,703,704 0 

合计 45,287,352 0 45,287,352 67.60% 38,352,167 6,935,185 

普通股前五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北京七弦和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七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七

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杭州华媒七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占比 51%）。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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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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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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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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3,248,527.1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3,248,5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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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4,672,954.3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44,672,954.39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专项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         

研发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无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管理人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管理人认为在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财务审计服务期间，公司积极配合中

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开展现场审计工作，详细向其介绍公司业务模式，配合提供审计

工作所需的各项资料等系列工作，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财务会计报

告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管理人表示理解，具体说明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福建哥仑步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管

理人关于 2019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专项说明》（公告编号：2020-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