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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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朱俊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如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如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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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王如东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574-88123506 

传真 0574-88123506 

电子邮箱 wrd@nlyh.net 

公司网址 -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朝阳区方家村甲一号 C 立方青年文创园 B07 

1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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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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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31,063.67 107,267,438.73 -4.6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128,645.18 41,372,308.40 -27.1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60 2.19 -26.9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2.02% 40.8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71.03% 61.88%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9,535,849.82 13,220,450.34 1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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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43,663.22 -7,521,396.20 49.4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116,164.87 -8,782,932.0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1,077.10 -19,046,576.65 -1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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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5% -3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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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9% -35.0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 -0.42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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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2,057 49.95% 4,393,796 12,955,853 68.7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593,600 9.30% - 1,593,600 8.45% 

      董事、监事、高管 1,593,600 9.30% - 1,593,600 8.45%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8,580,800 50.05% -2,680,000 5,900,800 31.2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780,800 27.89% - 4,780,800 25.35% 

      董事、监事、高管 6,340,800 36.99% -1,560,000 4,780,800 25.35%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17,142,857 - 1,713,796 18,856,653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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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俊澎 6,374,400   6,374,400 33.8045% 4,780,800 1,593,600 

2 宁波寰艺

投资咨询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3,360,000   3,360,000 17.8186% 1,120,000 2,240,000 

3 安吉联泽

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2,142,857   2,142,857 11.3639%   2,14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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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

伙） 

4 华夏幸福

（北京）股

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京津冀

华夏冀财

大厂影视

产业发展

基金（有限

合伙） 

  1,713,796 1,713,796 9.0885%   1,713,796 

5 朱政华 1,560,000   1,560,000 8.2729%   1,560,000 

6 浙江睿光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900,000   900,000 4.7729%   900,000 

7 杭州九森

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1,500,000 -601,000 899,000 4.7675%   899,000 

8 共青城德

合投资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705,600   705,600 3.7419%   705,600 

9 张黄瞩   600,000 600,000 3.1819%   600,000 

10 陈琦 300,000   300,000 1.5910%   300,000 

合计 16,842,857 1,712,796 18,555,653 98.4036% 5,900,800 12,654,85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朱俊澎持有股东宁波寰艺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8%的财产份额，为宁波寰艺投资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除上述情形外，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为自然人朱俊澎,现持有公司 6,374,400 股，占比公司股份总额的

33.8045%。同时，朱俊澎担任寰艺投资普通合伙人，通过持有寰艺投资 6.38%出资额，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214,368 股，朱俊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588,768 股，占比34.9413%。朱俊澎自公司设立以来一直负

责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战略的制定,其个人基本情况如下: 朱俊澎，男，1983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6 年毕业于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新加坡分校，本科学历。2006 年 07 月至2008

年 06 月，任职于浙江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外贸业务员；2008 年 09 月至 20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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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于天童旅游景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市场部经理；2010 年 01 月至 2015 年 08 月，任莱彼

特有限执行董事、董事长兼总经理；2015 年 09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兼任宁波寰艺投

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董事；年轮映画（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浙江

众盛传媒有限公司董事。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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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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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项统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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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日的新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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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金交换》（财会

［2019］8 号），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施行。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

性资金交换，应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金交换，不

需要追溯调整。 

3、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

9 号），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施行。对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

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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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四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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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轮映画（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全资 二级 100.00 100.00 

宁波莱彼特动漫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 二级 100.00 100.00 

青春年轮（天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控股 二级 80.00 80.00 

河北青春年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全资 二级 100.00 100.00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主

体： 

名称 变更原因 

霍尔果斯年轮影业有限公司 注销 

匠心年轮（天津）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注销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

事项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19 年度财

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报告中强

调事项段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尽力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