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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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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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胡书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书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张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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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5 月 7 日收到董事王磊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因近期全球新冠疫情的全面爆

发，基于董事王磊先生国籍所在的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的旅行禁令以及中国移民局暂停有居留权的外籍人

员入境政策，使得其无法继续履行董事的工作与义务。为不影响公司最高管理监督机构的正常运作，经

过慎重考虑，王磊先生自愿请辞公司董事一职。 

1.4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无保留意见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负责人 胡蓓莉 

职务 董事会秘书 

电话 021-62808333 

传真 021-62805777 

电子邮箱 bl.hu@hy-house.com.cn 

公司网址 www.hyhouse.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上海市延安西路 1326 号慧谷生物大厦 16 楼 /邮编

20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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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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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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303,550.56 - -20.7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7,554,662.11 - -45.7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60 - -45.9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0.02% - - 

资产负债率%（合并） 73.10% -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42,594,162.12 319,732,754.99 38.4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274,521.87 -223,047,906.22 -2.1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6,068,317.38 -228,113,451.63 -0.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00,192.69 15,200,759.23 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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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8% -58.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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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4% -59.4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9 -0.91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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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971,353 85.55%  209,971,353 85.5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1,987,541 21.18% 867,000 52,854,541 21.53% 

      董事、监事、高管 11,610,549 4.73% 808,000 12,418,549 5.06% 

      核心员工 6,871,763 2.80%  6,871,763 2.8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5,464,648 14.45%  35,464,648 14.4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4,501,498 14.06%  34,501,498 14.06% 

      董事、监事、高管 35,464,648 14.45%  35,464,648 14.45% 

      核心员工 20,615,290 8.40%  20,615,290 8.40% 

     总股本 245,436,001 -  245,436,001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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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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燕

投资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 

40,647,042 - 40,647,042 16.5612% - 40,647,042 

2 胡书芳 27,487,053 - 27,487,053 11.1993% 20,615,290 6,871,763 

3 胡书来 18,354,944 867,000 19,221,944 7.8318% 13,886,208 5,335,736 

4 

浙江龙盛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8,887,922 - 18,887,922 7.6957% 

- 

18,887,922 

5 

上海恒大

实业有限

公司 

12,844,499 

- 

12,844,499 5.2333% 

- 

12,844,499 

6 

上海海利

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9,994,500 

- 

9,994,500 4.0721% 

- 

9,994,500 

7 

上海天益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9,603,000 

- 

9,603,000 3.9126% 

- 

9,603,000 

8 

上海熙鸿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7,475,600 

- 

7,475,600 3.0458% 

- 

7,475,600 

9 翁吉义 6,309,216 - 6,309,216 2.5706% - 6,309,216 

10 

上海锦义

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6,210,036 

- 

6,210,036 2.5302% 

- 

6,210,036 

合计 157,813,812 867,000 158,680,812 64.6526% 34,501,498 124,179,314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胡书来系胡书芳之弟，胡书明系胡书芳之兄，胡书芳持有华燕集团的股权，胡书明系华燕集团法

定代表人并持有华燕集团股权、熙鸿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熙鸿合伙企业股权。除上述关联

关系之外，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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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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燕房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胡书来 上海华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0% 

16.5612% 7.8318% 

胡书芳 

11.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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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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① 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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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5月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

14号），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

关信息。财政部于 2019年 5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

于 2019年 5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公司自颁布起执行该准

则。 

执行以上新准则后，不对财务报表追溯调整。 

② 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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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照通知中《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新收入准则和

新租赁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财务报表。 

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的项目与金额产生影响如下： 

A、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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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94,443.14 
应收票据 314,369.69 

应收账款 193,180,073.45 

应付票据及应付款项 51,406,984.53 
应付票据 - 

应付账款 51,406,984.53 

B、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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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901,331.02 
应收票据 314,369.69 

应收账款 170,586,961.33 

应付票据及应付款项 46,455,965.83 
应付票据 - 

应付账款 46,455,96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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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

金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

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A、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 新金融工具调整影响 2019年1月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3,769,807.00 -23,769,807.00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23,769,807.00 23,769,807.00 

B、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 新金融工具调整影响 2019年1月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3,338,807.00 -23,338,807.00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23,338,807.00 23,338,807.00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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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94,443.14 - - - 

应收票据 - 314,369.69 - - 

应收账款 - 193,180,073.45 - - 

应付票据及应付款项 51,406,984.53 - - - 

应付账款 - 51,406,984.53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3,769,807.00 - -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127,063,640.00 - - 

其他综合收益 - 103,293,833.00 - - 

3.3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