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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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钟永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赵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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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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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云凯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532-86626982 

传真 0532-86625553 

电子邮箱 wangyunkai@qi-auto.com 

公司网址 www.qi-auto.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滦河路 1 号 

26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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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建邦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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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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786,069.26 333,675,960.70 51.8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1,124,062.66 213,684,806.80 83.0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9.38 6.83 37.3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4.30% 38.5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22.84% 35.96%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374,082,075.65 381,224,809.57 -1.8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455,240.59 46,706,032.36 -19.8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6,168,867.91 44,423,976.99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824,355.52 69,536,212.51 -4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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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4% 24.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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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 23.3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6 1.50 -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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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8,400 39.46% 1,852,800 14,191,200 34.0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310,200 16.98% -5,310,20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8,930,600 60.54% 8,570,200 27,500,800 65.9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5,930,600 50.95% 5,310,200 21,240,800 50.95%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31,269,000 - 10,423,000 41,692,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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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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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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永铎 21,240,800 0 21,240,800 50.95% 21,240,800 0 

2 深圳市安

鹏股权投

资基金企

业（有限合

伙） 

3,260,000 0 3,260,000 7.82% 3,260,000 0 

3 青岛星盟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3,000,000 0 3,000,000 7.20% 3,000,000 0 

4 青岛建邦

供应链股

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

户 

0 1,500,000 1,500,000 3.60% 0 1,500,000 

5 张立祥 904,000 -12,000 892,000 2.14% 0 892,000 

6 青岛金胶

州资产经

营有限公

司 

625,000 0 625,000 1.50% 0 625,000 

7 严琳 0 404,822 404,822 0.97% 0 404,822 

8 河南伊洛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伊洛3号

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0 340,000 340,000 0.82% 0 340,000 

9 河南伊洛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华中9号

伊洛私募

证券投资

基金 

0 301,440 301,440 0.72% 0 301,440 

10 上海鼎锋

弘人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弘

人嘉信华

诚 1号私募

0 252,178 252,178 0.60% 0 25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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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

基金 

合计 29,029,800 2,786,440 31,816,240 76.32% 27,500,800 4,315,44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钟永铎先生担任青岛星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职务，为公司另一股东张立祥之

表弟。青岛建邦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为公司为进行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而设置的回购

专户。 

除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外，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钟永铎先生。钟永铎先生于 1980 年 7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专科学历。2000 年 2 月至 2001 年 11 月青岛汉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担任销售人，2001 年 11 月

至 2003 年 12 月青岛韩陈机械有限公司担任销售主管，200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青岛建邦贸易有限公

司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2015 年 12 月至今青岛建邦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 

钟永铎先生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钟永铎先生为青岛星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合计共占公司股权比例为58.14%。

（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青岛星盟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7.20%） 

青岛建邦供应链股份

有限公司 

钟永铎（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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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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的变更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采用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相

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原收入准则下，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

标准。商品销售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1)公司已将商

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2)公司既没有保留与

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

业；(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  

新收入准则下，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

准。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

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公司属于在某一段时间内履行

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

或多项履约义务的，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

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新收入准则的实施未引起本公司收入确认具体原则的实质性变

化，仅根据新收入准则规定中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

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  

 

调减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

预收款项 893,507.80 元，调增合

并资产负债表期初合同负债

848,282.88 元，调增合并资产负

债 表 期 初 其 他 流 动 负 债

45,224.92 元。 

调减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期

初预收款项 873,007.88 元，调增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期初合同负

债 830,133.42 元，调增母公司资

产负债表期初其他流动负债

42,874.46 元。 

 

 

对于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公司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

控制权时，按照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即，

不包含预期因销售退回将退还的金额）确认收入，按照预期因销售

退回将退还的金额确认负债；同时，按照预期将退回商品转让时的

账面价值，扣除收回该商品预计发生的成本（包括退回商品的价值

减损）后的余额，确认为一项资产，按照所转让商品转让时的账面

价值，扣除上述资产成本的净额结转成本。 

 

调增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

其他流动资产 1,552,385.99 元，

调增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预计

负债 1,552,385.99 元。 

调增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期

初其他流动资产 1,552,385.99

元，调增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期初

预计负债 1,552,385.99 元。 

 

2.会计估计的变更 

无。 

3.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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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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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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计 -  -  306,125,687.16 306,091,129.77 

负债合计 -  -  143,069,643.67 142,931,414.10 

未分配利润 -  -  97,716,521.50 90,615,762.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  -  163,056,228.99 163,159,901.17 

所有者权益合计 -  -  163,056,043.49 163,159,715.67 

营业收入 -  -  440,403,105.22 439,767,474.04 

净利润 -  -  60,468,822.07 58,147,208.67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  -  60,469,007.57 58,147,39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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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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