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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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童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叶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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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炜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27‐59528331 

传真  027‐59528331 

电子邮箱  187170526@qq.com 

公司网址  www.greensco.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797  号中建科技产业园

G3  北大楼 6  层 601‐606  号  4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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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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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78,352.37 147,008,529.03 ‐15.7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832,116.31 53,133,595.37 ‐34.4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14 0.99 15.1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5.75% 48.6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71.88% 63.86%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9,811,641.79 58,041,629.96 ‐65.8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01,479.06 ‐20,880,262.30 12.3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9,199,033.60 ‐22,214,523.91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435.66 ‐11,385,278.73 1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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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1% ‐32.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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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5% ‐34.9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9 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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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10,265 50.49% 0  27,110,265  50.4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722,626 12.52% 0  6,722,626  12.52%

            董事、监事、高管  7,609,875 14.17% 0  7,609,875  14.17%

            核心员工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6,579,625 49.51% 0  26,579,625  49.5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6,336,125 30.43% 0  16,336,125  30.43%

            董事、监事、高管  22,829,625 42.52% 0  22,829,625  42.52%

            核心员工       

          总股本  53,689,890 ‐  0  53,689,89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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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潇雨  9,750,000   9,750,000 18.16% 7,312,500  2,437,500

2  华静波  8,658,000   8,658,000 16.13% 6,493,500  2,164,500

3  童军  6,396,000   6,396,000 11.91% 4,797,000  1,599,000

4  聂松荣  5,635,500   5,635,500 10.50% 4,226,625  1,408,875

5  湖北优势

企业创业

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4,777,500   4,777,500 8.90%  4,777,500



(有限合伙) 

6  武汉格林

共创企业

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4,485,000   4,485,000 8.35%  4,485,000

7  朝灿  3,750,000   3,750,000 6.98% 3,750,000   

8  武汉惠人

生物创业

投资基金

中心（有限

合伙） 

3,202,290   3,202,290 5.96%  3,202,290

9  袁泽琴  1,920,750   1,920,750 3.58%  1,920,750

10  天津山楂

树嘉信资

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1,599,000   1,599,000 2.98%  1,599,000

合计  50,174,040  0 50,174,040 93.45% 26,579,625  23,594,415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童军与股东童潇雨为父子关系；股东童军系武汉格林共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股东童军、童潇雨、聂松荣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为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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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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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持续经营

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主要原因是公司2020年度净亏损18,301,479.06元，已连续

两年大额亏损，收入大幅度下降。且于2020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达到71.88%，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资产为34,832,116.31元，小于公司股本53,689,890.00元。2020年末银行借款38,322,231.31元，应交税费余

额8,342,858.32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公司盈利能力较弱，资金周转困难，按时偿还到期债务和及时

缴纳各项税费的风险较大。 

针对审计报告所述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管理层已采取相应措施：  

（1）销售方面：公司将加强市场信息收集与分析，订单根据市场行情实时调整销售策略与销售价

格，加深与大型工程项目、建筑公司等之间的合作关系。藻钙装饰材料主要的应用场景就是大型医院建

筑，因新冠疫情影响一方面延缓了既定项目的建设进度，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各地医院建设的需求。这两

方面的影响共同刺激了2021年医院内装市场的需求。 

（2）生产成本管理方面：公司将进一步梳理与把控生产流程，对机器设备、人员配置、原材料等

相关能耗利用率进行摸排分析，限制无效耗能生产，降低产品单耗，对制约产能提升的生产设备进行有

效改良，减少人员与设备的闲置，提高机器设备利用率，生产线人员配置精简合理化，提高产能降低成

本。 

（3）资金方面：继续保持银行借款的良性循环，按时履约支付本息。公司生产将努力以现款现货

为主，收款发货，按需投入备料生产，增加现金流。 

（4）税费方面：公司将清理未支付税费余额情况，积极与政府部门、税务主管机关沟通公司存在

的税务遗留问题，并尽快支付应缴的各项税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