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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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树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许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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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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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晴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10-52593975 

传真 010-52593979 

电子邮箱 wangqing@sunwaysurvey.com.cn 

公司网址 www.sunwaysurvey.com.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昌平区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 4 号院博雅 CC7 号楼

4 层 邮政编码：1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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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658,729.47 139,159,781.28 0.3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2,192,302.72 94,025,830.62 -1.9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3.92 4.00 -1.9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3.45% 32.5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3.99% 3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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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87,910,760.77 85,565,879.20 2.7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66,472.10 25,980,919.70 -52.7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550,491.95 25,846,748.73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47,996.15 25,590,196.27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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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 2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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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3% 22.0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1.11 -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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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2,886 48.31% -2,565,710 8,787,176 37.3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395,336 14.45% -3,395,336 0 0.00% 

      董事、监事、高管 85,700 0.36% -31,000 54,700 0.23% 

      核心员工 369,000 1.57% 180,210 549,210 2.34%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2,147,114 51.69% 2,565,710 14,712,824 62.6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860,014 50.47% 2,499,710 14,359,724 61.11% 

      董事、监事、高管 287,100 1.22% 66,000 353,100 1.50% 

      核心员工 0 0% - - - 

     总股本 23,500,000 - 0 23,5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48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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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树奎 5,013,700 0 5,013,700 21.33% 5,013,700 0 

2 白立舜 3,473,650 -154,500 3,319,150 14.12% 3,319,150 0 

3 郭顺清 2,150,000 -150,000 2,000,000 8.51% 2,000,000 0 

4 杨德麟 2,000,650 -36,500 1,964,150 8.36% 0 1,964,150 

5 陈夏宫 1,643,000 -164,726 1,478,274 6.29% 1,478,274 0 

6 张志超 1,730,000 -426,400 1,303,600 5.55% 1,303,600 0 

7 杜志学 1,245,000 0 1,245,000 5.30% 1,245,000 0 

8 张伟 1,601,000 -429,782 1,171,218 4.98% 0 1,1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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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玉成 640,000 0 640,000 2.72% 0 640,000 

10 南桂花 0 585,000 585,000 2.49% 0 585,000 

合计 19,497,000 -776,908 18,720,092 79.65% 14,359,724 4,360,368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其中杨树奎、白立舜、郭顺清、陈夏宫、张志超、杜志学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公司前十名

股东之间以及持股 10%及以上股东之间无其他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也不存在出资

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

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因此不存在控股股东。杨树奎、白立舜、郭顺清、陈夏宫、张志超、杜志学六

人为一致行动人，为共同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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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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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2 号)，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注] 

[注]原收入准则下，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商品销售收入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时予以确认：(1)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2)公司既没有保留与



北京山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21-026 

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 

新收入准则下，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

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公司属于在某一段时间内履行履约义务，

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

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

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新收入准则的实施未引起本公司收入确认具体原则的实质性变化，仅根据新收入准则规定中履行履

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列示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 

2.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开始适用的时点 备注 

本公司为合理反映金融工具预期信用损失情况，自 2020 年 1月

1 日起，对金融工具整个预计存续期账龄对应预期信用损失率进

行变更。 

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 [注] 

预期信用损失率变更情况如下： 

账龄结构 
预期信用损失率(%) 

变更前 变更后 

1 年以内(含 1 年) 1.00 3.00 

1－2 年 5.00 10.00 

2－3 年 10.00 30.00 

3 年以上 100.00 100.00 

[注]本公司对此项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本期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合并报表影响金额 母公司报表影响金额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收账款 -815,069.66 -664,535.01 

其他应收款 -87,887.56 -87,347.56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0,336.12 112,782.39 

2020 年度利润表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902,957.22 751,882.57 

利润总额 -92,957.22 -751,882.57 

所得税费用 -120,336.12 -112,782.39 

净利润 -782,621.10 -639,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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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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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24,631,306.23 - -24,631,306.23 

合同负债 不适用 24,631,306.23 24,631,306.23 

[注]除对本表列示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进行调整外，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未对其他合并资产负债

表项目的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账面价值产生影响。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24,628,156.23 - -24,628,156.23 

合同负债 不适用 24,628,156.23 24,628,156.23 

[注]除对本表列示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进行调整外，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未对其他母公司资产

负债表项目的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账面价值产生影响。 

4. 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北京山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重要前期差错

更正的专项说明》中汇会专[2021]3634号，对北京山维科技公司 2020年度发生的重要前期差错进行更

正，具体如下： 

一、重要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1.部分收入成本的确认及结转期间不准确 

根据收入准则规定，公司本年度对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及采购合同条款，发货记录或项目执行状态，

销售及服务验收单，开票及收款情况等进行了重新梳理，为更为合理反映山维科技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本年度采用追溯重述法对比较期确认期间不准确的收入、成本及对应往来款项、存货等科目进行

了更正；同时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重新测算予以更正；另外将已开票但未确认收

入且未收款项目对应的应收销项税调整至其他流动资产，对已确认收入但未开票项目补提增值税。 

2. 成本费用归集不准确 

本年度发现以前年度研发人员、管理人员及项目实施人员的工资、差旅等费用归集不准确，本年度

按照实际发生及归属情况，采用追溯重述法对比较期研发费用、主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等

科目进行了更正。 

3.职工薪酬核算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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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存在各年12月份工资及年终奖跨期核算情况，本年度根据职工薪酬归属期间，采用追溯重述法

对比较期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研发费用、主营业务成本及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进行了更正。 

4.存货损失发生在以前年度 

公司本年度进行资产清查，发现部分存货损失发生在以前年度，本年度采用追溯重述法对比较期存

货及未分配利润进行了更正。 

5.部分往来款核算错误 

公司本年度发现以前年度其他应付款中存在核算采购货款性质的应付款项，本年度采用追溯重述法

对比较期其他应付款、应付账款进行了重分类更正。 

6.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公司本年度采用追溯重述法对比较期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科目进行

了更正。 

二、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要求，山维科技公司

本年度就上述事项进行了追溯调整。 

三、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重要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比较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一) 对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前期差错更正的内容 影响比较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科目 影响金额 

本年度公司对销售商品、提供

服务及采购合同条款，发货记

录或项目执行状态，销售及服

务验收单，开票及收款情况等

进行了重新梳理，为更为合理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本年度采用追溯重述法对

比较期确认期间不准确的收

入、成本及对应往来款项、存

货等科目进行了更正。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8,406,018.10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7,559,280.63 

预收款项 预收款项 24,514,860.23 

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43,830.63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成本 -7,774,623.44 

存货 存货 13,657,596.54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978,381.23 

预付款项 预付款项  566,037.72 

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  214,455.54 

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897,654.70 

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2,337,33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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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  -2,337,339.63 

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17,470,463.38 

本年度公司根据职工薪酬实

际发生及归属情况，采用追溯

重述法对比较期研发费用、主

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及管理

费用等科目进行了更正。 

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  -5,050,376.72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成本  6,017,963.1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  -553,081.88  

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  -414,504.91  

本年度公司根据各年12月份

职工薪酬归属期间，采用追溯

重述法对比较期管理费用、销

售费用、研发费用、主营业务

成本及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

进行了更正。 

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  1,074,567.41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成本  169,081.56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  383,004.62  

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  146,002.12  

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6,417,424.39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  8,190,080.10  

本年度对发生在以前年度的

存货损失，采用追溯重述法对

比较期存货及未分配利润进

行了更正。 

存货 存货  -625,343.80  

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625,343.80  

本年度公司对以前年度其他

应付款中核算的应付采购货

款，采用追溯重述法对比较期

其他应付款、应付账款进行了

重分类更正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808,900.00  

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  -808,900.00  

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公司

本年度采用追溯重述法对比

较期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

科目进行了更正。 

盈余公积 盈余公积  -2,399,842.91  

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2,399,842.91  

 

(二) 对2019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前期差错更正的内容 影响比较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科目 影响金额 

本年度公司对销售商品、提供

服务及采购合同条款，发货记

录或项目执行状态，销售及服

务验收单，开票及收款情况等

进行了重新梳理，为更为合理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本年度采用追溯重述法对

比较期确认期间不准确的收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8,406,018.10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7,559,280.63 

预收款项 预收款项 24,514,860.23 

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43,830.63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成本 -7,774,623.44 

存货 存货 13,657,59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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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成本及对应往来款项、存

货等科目进行了更正。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978,381.23 

预付款项 预付款项  566,037.72 

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  214,455.54 

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897,654.70 

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2,337,339.63 

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  -2,337,339.63 

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17,470,463.38 

本年度公司根据职工薪酬实

际发生及归属情况，采用追溯

重述法对比较期研发费用、主

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及管理

费用等科目进行了更正。 

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  -5,050,376.72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成本  6,017,963.51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  -553,081.88  

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  -414,504.91  

本年度公司根据各年12月份

职工薪酬归属期间，采用追溯

重述法对比较期管理费用、销

售费用、研发费用、主营业务

成本及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

进行了更正。 

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  1,074,567.41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成本  169,081.56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  383,004.62  

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  146,002.12  

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6,417,424.39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  8,190,080.10  

本年度公司对以前年度其他

应付款中核算的应付采购货

款，采用追溯重述法对比较期

其他应付款、应付账款进行了

重分类更正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808,900.00  

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  -808,900.00  

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公司

本年度采用追溯重述法对比

较期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

科目进行了更正。 

盈余公积 盈余公积  -2,399,842.91  

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2,399,842.91  

 

(三) 以上更正情况对已披露报表的累计影响 

1．上述重要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对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的累计影响 

(1)2019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 

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应收账款  22,262,952.93   -7,559,280.63   14,703,6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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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项  48,466.33   566,037.72   614,504.05  

存货  2,877,132.23   13,032,252.74   15,909,384.97  

其他流动资产 -  897,654.70   897,654.7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4,741.62   2,337,339.63   2,622,081.25  

应付账款  4,126,607.75   1,787,281.23   5,913,888.98  

预收款项  116,446.00   24,514,860.23   24,631,306.23  

应付职工薪酬  140,700.00   8,190,080.10   8,330,780.10  

应交税费  4,993,603.50   214,455.54   5,208,059.04  

其他应付款  1,258,816.31   -808,900.00   449,916.31  

盈余公积  7,383,418.69   -2,399,842.91   4,983,575.78  

未分配利润  39,216,752.34   -22,223,930.03   16,992,822.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18,649,603.56   -24,623,772.94   94,025,830.62  

少数股东权益 - - - 

(2)2019年度合并利润表 

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主营业务收入  93,971,897.30   -8,406,018.10   85,565,879.20  

主营业务成本  32,603,926.48   -1,587,578.37   31,016,348.11  

研发费用  15,256,402.50   -3,975,809.31   11,280,593.19  

销售费用  10,251,238.21   -170,077.26   10,081,160.95  

管理费用  9,057,387.39   -268,502.79   8,788,884.60  

信用减值损失  561,253.41   43,830.63   605,084.04  

利润总额  28,695,578.48   -2,447,881.00   26,247,697.48  

所得税  2,604,117.41   -2,337,339.63   266,777.78  

净利润  26,091,461.07   -110,541.37   25,980,919.7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91,461.07   -110,541.37   25,980,919.70  

少数股东损益 - - - 

2．上述重要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对2019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的累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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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年12月31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应收账款  18,422,992.25   -7,559,280.63   10,863,711.62  

预付款项 -  566,037.72   566,037.72  

存货  396,959.59   13,657,596.54   14,054,556.13  

其他流动资产 -  897,654.70   897,654.7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71,639.24   2,337,339.63   2,608,978.87  

应付账款  3,879,479.04   1,787,281.23   5,666,760.27  

预收款项  113,296.00   24,514,860.23   24,628,156.23  

应付职工薪酬 -  8,190,080.10   8,190,080.10  

应交税费  4,758,621.56   214,455.54   4,973,077.10  

其他应付款  1,258,816.31   -808,900.00   449,916.31  

盈余公积  7,383,418.69   -2,399,842.91   4,983,575.78  

未分配利润  35,755,709.84   -21,598,586.23   14,157,123.61  

(2)2019年度母公司利润表 

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主营业务收入  81,147,381.95   -8,406,018.10   72,741,363.85  

主营业务成本  24,929,937.93   -1,587,578.37   23,342,359.56  

研发费用  15,256,402.50   -3,975,809.31   11,280,593.19  

销售费用  8,569,807.76   -170,077.26   8,399,730.50  

管理费用  6,960,904.39   -268,502.79   6,692,401.60  

信用减值损失  493,762.26   43,830.63   537,592.89  

利润总额  27,434,240.24   -2,447,881.00   24,986,359.24  

所得税  2,472,264.29   -2,337,339.63   134,924.66  

净利润  24,961,975.95   -110,541.37   24,851,4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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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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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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31,306.23       

合同负债   24,631,306.23     

应收账款 22,262,952.93 14,703,672.30     

预付款项 48,466.33 614,504.05     

存货 2,877,132.23 15,909,384.97     

其他流动资产   897,654.7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4,741.62 2,622,081.25     

应付账款 4,126,607.75 5,913,888.98     

预收款项 116,446.00 24,631,306.23     

应付职工薪酬 140,700.00 8,330,780.10     

应交税费 4,993,603.50 5,208,059.04     

其他应付款 1,258,816.31 449,916.31     

盈余公积 7,383,418.69 4,983,575.78     

未分配利润 39,216,752.34 16,992,822.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118,649,603.56 94,025,830.62     

主营业务收入 93,971,897.30 85,565,879.20     

主营业务成本 32,603,926.48 31,016,348.11     

研发费用 15,256,402.50 11,280,593.19     

销售费用 10,251,238.21 10,081,160.95     

管理费用 9,057,387.39 8,788,884.60     

信用减值损失 561,253.41 605,084.04     

利润总额 28,695,578.48 26,247,697.48     

所得税 2,604,117.41 266,777.78     

净利润 26,091,461.07 25,980,919.7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6,091,461.07 25,980,9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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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