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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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董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杨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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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伟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318-2178880 

传真 0318-2138881 

电子邮箱 Xinhangtieta@163.com 

公司网址 www.xinhangkeji.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衡水市桃城区赵圈循环经济园 0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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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鑫航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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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90,241.49 127,877,828.64 -6.6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894,918.79 83,232,325.39 -14.8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04 1.22 -14.7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0.62% 34.91% - 

资产负债率%（合并） 40.62% 34.91%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6,919,724.93 6,287,781.74 10.0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37,406.60 -3,377,537.75 -265.2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337,406.60 -3,939,962.75 -213.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9,099.41 -8,408,893.88 1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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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 -3.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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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 -4.6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5 -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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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12,000 39.38% 0 26,812,000 39.3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823,250 10.02% 0 6,823,250 10.02% 

      董事、监事、高管 2,165,250 3.18% -700,000 1,465,250 2.15% 

      核心员工 1,634,000 2.40% 0 1,634,000 2.4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1,268,000 60.62% 0 41,268,000 60.6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8,869,750 42.41% 0 28,869,750 42.41% 

      董事、监事、高管 12,135,750 17.83% 0 12,135,750 17.83%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68,080,000 - 0 68,08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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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伟 35,693,000 0 35,693,000 52.43% 28,869,750 6,823,250 

2 杨飞 10,209,000 0 10,209,000 15.00% 9,078,000 1,131,000 

3 周瑾 5,767,000 0 5,767,000 8.47% 0 5,767,000 

4 冉光峰 2,730,000 -163,000 2,567,000 3.77% 0 2,567,000 

5 刘立宁 3,210,000 -700,000 2,510,000 3.69% 2,407,500 102,500 

6 李娅 1,063,000 0 1,063,000 1.56% 0 1,063,000 

7 华林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003,000 -2,000 1,001,000 1.47% 0 1,001,000 

8 青岛鑫航

铁塔科技

有限公司 

1,000,000 0 1,000,000 1.47% 0 1,000,000 

9 东海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807,000 0 807,000 1.19% 0 807,000 



10 李健民 0 700,000 700,000 1.03% 0 700,000 

合计 61,482,000 -165,000 61,317,000 90.08% 40,355,250 20,961,75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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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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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具准

则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

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

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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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

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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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本公司调整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 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A、首次执行日前后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董伟 

河北鑫航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43%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 2019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785,084.39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785,084.39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31,285,327.33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31,285,3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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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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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a、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账款 31,285,327.33    

加：执行新收入准则的调整     

减：转出至应收款项融资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备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31,285,327.33 

C、首次执行日，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节表 

a、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计量类别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
（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771,229.00   771,229.00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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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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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本公司已按照上述通知编制了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的合并财务报表，并对 2018 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进行相应调整，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影响科目 期初余额 

本公司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分别计入应收票据、应收

账款项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1,285,327.33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31,285,327.33 

本公司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分别计入应付票据、应付

账款项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789,927.03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789,927.03 

（2）会计估计变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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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1,285,327.33 -     

应收票据 - -     

应收账款 - 31,285,327.3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789,927.03 -   

应付票据 - -   

应付账款 - 1,789,9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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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将组

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报告中所强调事项对公司的

影响。 

   为保证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根据目前实际情况， 采取的措施如下： 

1、为保证公司基本运营，同时为追索相关账款提供必要的基础保证，公司已采取措施尽可能压缩

相关经营费用，报告期内已通过取消帐期较长的订单及缩减人员等方式，减少相关费用的支出。 

2、与预付货款单位积极协商，就积压物资事宜进行持续沟通，以期能够尽快处理积压物资，减少

资金占用。 

3、公司正采用各种法律途径和商业手段加大应收账款的回收力度，包括但不限于对债务人提起民

事诉讼、债权转让代位追偿以及执行案款转让等方式，以期最大限度收回相关款项。同时，公司正在推

进与债权人协商和解等相关事宜，努力消除或基本消除由于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造成的不良影响，以

最终使公司摆脱该等经营和财务困境，以期达到重新恢复正常业务经营状态。 

4、对公司长期停工的再建工程项目进行资产评估，引入合作单位，通过共同建设方式完成车间的

建设和基础设施的配套工作，增加公司收入。 

5、对公司闲置土地和厂房进行出租，缓解公司流动性危机。 

6、保证公司主要客户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订单的履约，以期公司缓解流动性危机后，可立即增

加接单力度，提高营业收入。 

 

河北鑫航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0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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