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润天智数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21-021 

 

 

 

 

 

 

 

 
 

 

 

 

2020 

深圳市润天智数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Runtianzhi Digital Equipment Co.,Ltd  

 

年度报告摘要 

润天智 

NEEQ : 832246 

 



深圳市润天智数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2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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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负责人江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春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余春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5 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6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张日丽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755-27521602 

传真 0755-27521866 

电子邮箱 RTZ@floradigital.com.cn 

公司网址 http://www.floradigital.com.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宝路 9 号 101 

51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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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证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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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461,372.29 515,807,219.32 -17.5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1,482,400.00 425,453,940.22 -19.7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3.05 3.81 -19.7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1.87% 18.0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9.74% 17.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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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40,211,829.75 375,513,864.49 -36.0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598,439.11 13,179,885.06 -749.4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5,655,724.83 7,549,657.83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83,634.24 29,465,206.82 -7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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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7% 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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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8% 1.7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7 0.12 -7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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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65,470 68.84% 46,250 77,011,720 68.8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9,080,355 8.12% 36,903 9,117,258 8.15% 

      董事、监事、高管 2,520,371 2.25% -244,500 2,276,121 2.04%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4,837,182 31.16% -46,250 34,790,932 31.1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7,241,067 24.37% - 27,241,067 24.37% 

      董事、监事、高管 7,546,115 6.75% -720,750 6,825,365 6.10%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111,802,652 - 0 111,802,652 - 

     普通股股东人数 68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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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洪 36,321,422 36,903 36,358,325 32.52% 27,241,067 9,117,258 

2 深圳市普

永鑫科技

有限公司 

11,875,734 32,476 11,908,210 10.65% -  11,908,210 

3 苏州华源

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11,208,000 -  11,208,000 10.02% -  11,208,000 

4 夏明卓 8,700,486 1,000 8,701,486 7.78% 6,525,365 2,17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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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东粤科

润华创业

投资有限

公司 

7,399,870 -  7,399,870 6.61% -  7,399,870 

6 深圳市新

亨亚投资

咨询管理

有限公司 

4,689,348 -  4,689,348 4.19% -  4,689,348 

7 河南德瑞

恒通高端

装备创业

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4,000,000 -  4,000,000 3.57% -  4,000,000 

8 上海新湖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3,883,994 -  3,883,994 3.47% -  3,883,994 

9 彭舞 2,648,470 60,957 2,709,427 2.42% -  2,709,427 

10 深圳市鑫

众怡投资

咨询管理

有限公司 

2,494,328 -  2,494,328 2.23% -  2,494,328 

合计 93,221,652 131,336 93,352,988 83.46% 33,766,432 59,586,556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江洪与彭舞为夫妻关系，江洪持有深圳市鑫众怡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50.42%的股权，为该公司的

第一大股东，并在该公司担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江洪持有深圳市新亨亚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9.46%的股权，并在该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江洪间接持有深圳市普永鑫科技限公司 100%股权，并担任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江洪直接持有公司 36,358,325 股股份，直接持股比例为 32.52%，间接持股比例为 12.17%，合计持

股比例为 44.69%，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江洪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能对公司的经营和决策

实施控制，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股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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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洪，男，1961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润天智董事长

兼总经理。1983 年至 1987 年任职于石油部物探局仪器厂研究所；1987 年至 1992 年在深圳市中陆石油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担任经理职务；1992 年至 1999 年在深圳市润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0 年 3 月至 2011 年 7 月历任润天智有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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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颁布了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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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

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这一要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 15 号的生效日期保持一致，避免该类上市公司境内外报表出现差异；对于其他在境内上市的企业，

要求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对首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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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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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按照新收入准则编制，将因转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

收账款”项目调整为“合同负债”、“其他流动负债”项目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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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合并资产负债表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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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收账款 13,623,500.22 -  -  -  

合同负债 -  12,731,682.93 -  -  

其他流动负债 -  891,817.29 -  -  

2、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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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收账款 17,145,882.99 - - - 

合同负债 - 16,092,663.97 - - 

其他流动负债 - 1,053,219.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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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