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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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廖旭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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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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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张义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851-88560158 

传真 0851-88560158 

电子邮箱 admin@mygmt.cn 

公司网址 www.mygmt.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牛郎关乾朗钢材市场威尔豪斯 4

号楼 6层 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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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77,473.43 106,428,282.84 5.7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60,966.71 19,062,172.55 -66.1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0.39 1.14 -65.7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0.97% 30.38% - 

资产负债率%（合并） 94.26% 82.09%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3,666,962.76 250,442,399.19 -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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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01,205.84 -13,782,489.96 8.5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222,779.58 -12,607,339.83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74,875.48 25,228,531.47 -8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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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4% -5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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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1% -48.58%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6 -0.83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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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9,988 58.01% 1,005,756 10,675,744 64.0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662,832 9.97% 0 1,662,832 9.97% 

      董事、监事、高管 1,662,832 9.97% 0 1,662,832 9.97%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7,000,012 41.99% -1,005,756 5,994,256 35.9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988,498 29.93% 0 4,988,498 29.93% 

      董事、监事、高管 4,988,498 29.93% 0 4,988,498 29.93% 

      核心员工 0 0.00% - - - 

     总股本 16,670,000 - 0 16,67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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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物资

集团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6,668,000 0 6,668,000 40.00% 0 6,668,000 

2 张义 6,651,330 0 6,651,330 39.90% 4,988,498 1,662,832 

3 贵阳天衍共

创贸易有限

公司 

3,015,270 1,000 3,014,270 18.082% 1,005,758 2,008,512 

4 尹明悦 333,400 0 333,400 2.00% 0 333,400 

5 贵州健康医

疗投资有限

公司 

2,000 2,000 2,000 0.012% 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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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谢蔚 0 1,000 1,000 0.006% 0 1,000 

合计 16,670,000 4,000 16,670,000 100.00% 5,994,256 10,67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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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义为天衍共创的股东，持股

70%，在天衍共创担任执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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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义（实际控制人） 

                      57.982%  

贵州云尚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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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估计的变更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

（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

收入准则。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

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

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对首次执行日（2020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本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分析： 

 



公告编号：2021-007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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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0,196.40 2,690,196.40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000,000.00 1,000,000.00  

应收账款 31,744,134.00 31,744,134.00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54,256,637.40 54,256,637.40  

其他应收款 4,168,771.22 4,168,771.22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854,574.31 854,57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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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8,749.44 3,588,749.44  

流动资产合计 98,303,062.77 98,303,0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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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7,053.87 2,927,053.87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3,010,197.63 3,010,197.63  

开发支出 459,582.28 459,582.28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735,990.42 735,990.42  

递延所得税资产 992,395.87 992,395.87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8,125,220.07 8,125,220.07  

资产总计 106,428,282.84 106,428,282.8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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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2,546,241.13 32,546,241.13  

预收款项 113,378.95  -113,378.95 

合同负债  113,378.95 113,378.95 

应付职工薪酬 860,534.19 860,534.19  

应交税费 145,322.73 145,322.73  

其他应付款 53,700,633.29 53,700,633.29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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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366,110.29 87,366,1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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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87,366,110.29 87,366,110.29  

股东权益：    

股本 16,670,000.00 16,67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9,357,851.72 19,357,851.7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16,965,679.17 -16,965,679.1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9,062,172.55 19,062,172.55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19,062,172.55 19,062,172.55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06,428,282.84 106,428,2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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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调整情况的说明：本公司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的预

收账款 113,378.95 元调整合同负债列示。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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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593.73 1,639,593.73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4,180,048.97 4,180,048.97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62,221.42 62,221.42  

其他应收款 4,136,609.62 4,136,609.62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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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41.52 78,541.52  

流动资产合计 10,097,015.26 10,097,0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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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00 3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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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322.68 2,819,322.68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3,010,197.63 3,010,197.63  

开发支出 459,582.28 459,582.28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525,990.42 525,990.42  

递延所得税资产 992,395.87 992,395.87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7,807,488.88  37,807,4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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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47,904,504.14 47,904,504.1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490,939.39 490,939.39  

预收款项 30,400.00  -30,400.00 

合同负债  30,400.00 30,400.00 

应付职工薪酬 647,033.37 647,033.37  

应交税费 106,694.59 106,694.59  

其他应付款 13,279,962.47 13,279,962.47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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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5,029.82 14,555,0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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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14,555,029.82 14,555,029.82  

股东权益：    

股本 16,670,000.00 16,67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9,357,851.72 19,357,851.7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2,678,377.40 -2,678,377.4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33,349,474.32 33,349,474.32  



公告编号：2021-007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33,349,474.32 33,349,474.32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47,904,504.14 47,904,504.14  

各项目调整情况的说明：本公司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的预

收账款 30,400.00 元调整合同负债列示。 

对每年年末资产负债和本年度利润表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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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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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