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智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21-004 

 

 

 

 

 

 

 

 

 

 

 
 

 

 

2020 
 

北京智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报告摘要 

智信道 

NEEQ : 870647 

 



北京智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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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盛牛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盛牛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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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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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牛栏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10-67081838 

传真 010-67081718 

电子邮箱 iol@chinaiol.com 

公司网址 www.chinaiol.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东城区新怡家园甲 3 号楼（新怡商务楼）618 室，

1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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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5,666.46 18,683,813.35 3.7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55,254.44 10,663,559.96 13.0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41 2.13 13.0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7.78% 42.93% - 

资产负债率%（合并） - - - 

负债合计 7,320,412.02 8,020,253.39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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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3,335,238.05 23,641,672.73 -1.3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91,694.48 3,898,999.16 -0.1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680,473.14 3,717,094.37 -0.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72,525.45 5,084,707.80 -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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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0% 3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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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1% 38.0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8 0.78 0.0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306,048.33 11,461,099.79 -1.35% 

支付的各项税费 2,180,601.37 1,852,679.87 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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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2,475 40.85% 231,500 2,273,975 45.4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07,650 10.15% 0 507,650 10.15% 

      董事、监事、高管 401,025 8.02% 0 401,025 8.02% 

      核心员工 - 0.00% - -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957,525 59.15% -231,500 2,726,025 54.5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522,950 30.46% 0 1,522,950 30.46% 

      董事、监事、高管 1,203,075 24.06% 0 1,203,075 24.06%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5,000,000 - 0 5,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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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洁 2,030,600 0 2,030,600 40.61% 1,522,950 507,650 

2 北京智信

道盈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740,000 0 740,000 14.80% 0 7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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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萍 462,000 0 462,000 9.24% 346,500 115,500 

4 余艳芳 416,900 0 416,900 8.34% 312,675 104,225 

5 索晓芳 393,800 0 393,800 7.88% 0 393,800 

6 刘琴 232,600 0 232,600 4.65% 174,450 58,150 

7 张丽喆 231,500 0 231,500 4.63% 0 231,500 

8 庞玉新 212,100 0 212,100 4.24% 159,075 53,025 

9 张宏艳 180,500 0 180,500 3.61% 135,375 45,125 

10 喻亮星 100,000 0 100,000 2.00% 75,000 25,000 

合计 5,000,000 0 5,000,000 100.00% 2,726,025 2,273,975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杨洁为股东智信道盈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除此之外，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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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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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财会〔2017〕22 号），不再执行 2006 年 2 月 15 日《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 38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 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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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根据新旧衔接规定，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3）2020 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1,461,099.79 11,461,099.79 --     

交易性金融资产 4,908,065.07 4,908,065.07 --     

衍生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 -- --     

应收账款 780,878.17 780,878.17 --     

应收款项融资 -- -- --     

预付款项 310,027.46 310,027.46 --     

其他应收款 123,482.27 123,482.27 --     

存货 652,156.49 652,156.49 --     

合同资产 -- -- --     

持有待售资产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11,159.28 11,159.28 --     

流动资产合计 18,246,868.53 18,246,868.53 --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 -- --     

其他债权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 --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 --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 --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284,445.13 284,445.13 --     

在建工程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130,773.97 130,773.97 --     

开发支出 -- -- --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15,560.89 15,560.89 --     

递延所得税资产 6,164.83 6,164.83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436,944.82 436,944.82 --     

资产总计 18,683,813.35 18,683,813.35 --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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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负债 -- -- --  

应付票据 -- -- --  

应付账款 58,087.38 58,087.38 --  

预收款项 5,055,570.60 -- -5,055,570.60  

合同负债 -- 5,055,570.60 5,055,570.60  

应付职工薪酬 2,402,460.65 2,402,460.65 --  

应交税费 449,364.77 449,364.77 --  

其他应付款 53,560.23 53,560.23 --  

持有待售负债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 -- -- 

 

其他流动负债 -- -- --  

流动负债合计 8,019,043.63 8,019,043.63 --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 --  

应付债券 -- -- --  

其中：优先股 -- -- --  

永续债 -- -- --  

长期应付款 -- -- --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 -- --  

预计负债 -- -- --  

递延收益 --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09.76 1,209.76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09.76 1,209.76 --  

负债合计 8,020,253.39 8,020,253.39 --  

股东权益：     

股本 5,000,000.00 5,000,000.00 --  

其他权益工具 -- -- --  

其中：优先股 -- -- --  

永续债 -- -- --  

资本公积 331,646.55 331,646.55 --  

减：库存股 -- -- --  

其他综合收益 -- -- --  

专项储备 -- -- --  

盈余公积 783,191.35 783,191.35 --  

未分配利润 4,548,722.06 4,548,722.06 --  

股东权益合计 10,663,559.96 10,663,559.96 --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8,683,813.35 18,683,813.35 --  

调整情况说明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预收账款 5,055,570.60 -- -5,055,570.60     

合同负债 -- 5,055,570.60 5,055,57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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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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北京智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