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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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蒋雅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涂晓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涂晓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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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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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可珂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574-55332935 

传真 0574-55128984 

电子邮箱 jykj836674@163.com 

公司网址 http://www.cpcell.com/cn/about.php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纬三路 79 号，3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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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06,368.02 50,020,196.02 42.5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022,233.54 27,655,561.08 4.9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17 1.12 4.9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3.61% 37.62%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9.30% 44.71%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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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40,330,603.96 21,479,476.92 87.7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6,672.46 -1,325,263.58 203.1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35,942.87 -2,166,896.90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01,947.02 -9,536,084.08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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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4.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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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7.65%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5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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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85,500 59.76% 4,115,250 18,900,750 76.4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8,787,000 35.52% 1,260,000 10,047,000 40.61% 

      董事、监事、高管 1,061,500 4.29% -599,250 462,250 1.87% 

      核心员工 63,000 0.25% 157,000 220,000 0.89%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9,954,500 40.24% -4,115,250 5,839,250 23.6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260,000 5.09% -1,260,000 0 0.00% 

      董事、监事、高管 8,197,500 33.13% -2,378,250 5,819,250 23.52% 

      核心员工 197,000 0.80% -177,000 20,000 0.08% 

     总股本 24,740,000 - 0 24,74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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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艾伊

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10,047,000 0 10,047,000 40.61% 0 10,047,000 

2 陈昊 4,230,000 -1,057,500 3,172,500 12.82% 3,172,500 0 

3 林云辉 2,378,000 -22,000 2,356,000 9.52% 0 2,356,000 

4 王鑫臻 2,325,000 -420,000 1,905,000 7.70% 1,743,750 161,250 

5 张巧娜 1,500,000 -263,100 1,236,900 5.00% 0 1,23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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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0,480,000 -1,762,600 18,717,400 75.65% 4,916,250 13,801,150 

普通股前五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公司普通股前五名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持股前五

名股东间均不存在股份代持行为。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上海艾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净源科技40.61%的股份，为净源科技第一大股东，系公司控股

股东。 

蒋雅玲、蒋雅朵、蒋欣欣三人合计持有上海艾伊 100.00%的股份，间接持有净源科技40.61%的股份；

因此蒋雅玲、蒋雅朵、蒋欣欣三人共同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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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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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调整数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合计 

预收款项 902,586.47  -902,586.47  -902,586.47 

合同负债  869,738.10 869,738.10  869,738.10 

蒋欣欣 

40.00% 

蒋雅玲 

30.00% 

蒋雅朵 

30.00% 

上海艾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0.61% 

陈昊 

12.82% 

其余持有少于 10% 

股份股东 29 名 

46.57% 

浙江净源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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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负债  32,848.37 32,848.37  32,848.37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调整数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合计 

预收款项 802,209.43  -802,209.43  -802,209.43 

合同负债  769,361.06 769,361.06  769,361.06 

其他流动负债  32,848.37 32,848.37  32,848.37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下简称“解释

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

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解释第 13 号

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

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 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选择，以

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3 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未对本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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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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