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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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必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晓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朱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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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亚冉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553-5622610
传真 0553-5622610
电子邮箱 myselfzyr@126.com
公司网址 www.jsmeisu.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安徽省芜湖镜湖区新芜路 8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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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538,069.07 124,053,286.37 -4.4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985,639.36 65,344,215.07 -28.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67 0.94 -28.7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5.94% 46.4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62.44% 48.81%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77,843,105.61 94,797,471.93 -17.8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58,575.71 -11,723,273.30 56.6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7,729,223.57 -10,052,867.21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53,201.12 15,266,194.60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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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9% -16.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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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7% -14.2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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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06,100 39.14% 0 27,306,100 39.1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0,200,000 14.66% 0 10,200,000 14.66%
董事、监事、高管 7,350,000 10.53% 0 7,350,000 10.53%
核心员工 4,602,000 6.59% 0 4,602,000 6.59%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2,450,000 60.85% 0 42,450,000 60.8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0,400,000 29.24% 0 20,400,000 29.24%
董事、监事、高管 22,254,000 31.90% 0 22,254,000 31.90%
核心员工 13,704,000 19.64% 0 13,704,000 19.64%

总股本 69,756,10
0

- 0
69,756,100.0

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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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宏业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30,600,000 0 30,600,000 43.86% 10,200,000 12,936,600

2 楼皓 18,000,000 0 18,000,000 25.82% 13,500,000 109,700
3 田亦武 11,400,000 0 11,400,000 16.34% 8,550,000 69,500
4 芜湖市镜

湖建设投

资有限公

司

4,878,050 0 4,878,050 6.99% 0 4,878,050

5 芜湖市拓 4,878,050 0 4,878,050 6.99% 0 4,878,050



实建设有

限公司

合计 69,756,100 0 69,756,100 100% 32,250,000 22,871,9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芜湖宏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为田业文、田昊明父子，

其中田业文与股东田亦武为兄弟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股东芜湖宏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06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3.86%，能

对 公司的经营和财务决策施加重大影响，其所持股份的表决权对公司的运营发展中的各种事项都能起

到决定 性的作用，故公司控股股东为芜湖宏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田业文、田昊明父子通过宏业投资

简介持有公司股份 3,060 万股，合计持有公司股本总额的 43.86%, 根绝田业文、田昊明签署的《一致

行动人协议》，田业文、田昊明系一致行动人，故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田业文、田昊明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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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

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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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

响数进行调整。

2019 年 12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

该解释，对以前年度不进行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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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收款项 355,960.02
合同负债 339,732.95
其他流动负债 16,227.07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经董事会审批，本公司投资设立美宿自在。2020年 8月，美宿自在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 100.00%。自成立之日起，本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董事会认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带持续经营相关的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内容客观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主要原因为公司近几年受到持续亏损，这些事项

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美悦股份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的主要不确定性。

公司连续亏损，主要原因是主要系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较大，营业收入减少。针对公司持续经营情

况，为扭转公司经营亏损的不利局面，公司已制定了具体的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保持公司持续经营方案，

具体经营计划如下：

减缓新店扩张速度，控制人工成本，降低物资消耗和各项费用；加大营销力度，加强与线上平台合作

力度，创新线下销售模式，提高入住率，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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