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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目录和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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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方美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琳保证半年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半年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

均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半年度报告内容存

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 

□是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半年度报告的董事 □是 √否  

是否存在未按要求披露的事项 □是 √否  

是否审计 □是 √否  

是否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是 √否  

 

【重大风险提示表】 

重大风险事项名称 重大风险事项简要描述 

市场竞争风险 

我国酒类流通行业准入门槛低、违法成本低、流通企业数量巨

大、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行业结构相对分散落后，整体市场秩

序较为混乱，酒类流通市场竞争激烈，参与主体资质、信誉度

良莠不齐。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公司如不能及时调整经营方

向，打造属于自己的竞争优势，将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 

上游供货风险 

目前公司的供应商主要是法国、西班牙、智利、澳大利亚、德

国、意大利等葡萄酒产酒国酒庄、批发商等，如公司与上游负

责供货的酒庄、批发商等合作关系出现问题，将会影响公司整

个供应链条的运作效率。另外，因品牌、产量、质量等原因，

部分国外酒庄、批发商的议价能力较强，对公司采购工作特别

是成本控制提出挑战。 

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主营产品为进口酒。酒的原产地涉及法国、德国、西班牙、

智利、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需要以美元、欧元等外币结算。

尽管目前汇兑损益对利润总额的影响较小，但若公司采购中所

涉及进出口国贸易政策变化，出现对葡萄酒、烈酒进出口的限

制、提高关税或者影响汇率措施等政策，并且公司短期内无应

对和转移采购的途径，会直接影响公司进口酒采购，公司主营

业务将随之受到影响。 

收入季节性波动风险 
公司主营产品进口酒为快速消费品，作为亲友馈赠礼品及餐桌

增色佳品，其销售情况受中国传统节假日影响较大。在收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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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季节性波动、而费用在各季度内较为均衡发生的情况下，可

能会造成公司出现季节性盈利较低甚至亏损的情形，公司经营

业绩存在季节性波动风险。 

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方美强，截至本报告期末，实际控制人通过

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控制了公司 77.1814%的股份，能够对公司

的财务、人事及日常经营决策施加重大影响。若实际控制人利

用其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对公司的经营决策、人事、财务等

进行不当控制，可能会给公司经营和其他股东权益带来风险。 

人才流失或缺失的风险 

公司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需要品酒师、营销、运营、管理等各

方面的人才。随着公司业务进一步发展，如内部培训机制不健

全或发展期人力资源激励政策不佳，会出现人才流失或人才短

缺风险，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产品质量出现问题的风险 

虽然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结合自身实际经营情况

对以上供应商和酒品进行资质审核、质量检查，但由于酒品流

通环节较多，仍不排除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采购到假冒伪劣

产品，从而导致公司被消费者提起诉讼或遭受行政处罚的可

能，存在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公司商誉、经营业绩受到不利影

响的风险。 

报告期内营收规模较小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专注进口酒及相关产品采购、仓储、销售，及

品牌加盟运营、个性定制等供应链管理和配套服务，相对白酒

行业而言，进口酒特别是进口葡萄酒在中国目前的市场规模还

较小。若公司未来因经营不善导致营业收入有较大幅度下降或

升幅较小，将会面临难以覆盖成本、费用，盈利能力较弱的风

险。 

存货减值和跌价的风险 

公司存货主要为采购的各种葡萄酒、烈酒，存货余额较大。若

因存放或人工操作等原因导致存货损坏，以及产品不能及时售

出，或市场需求发生变动，可能导致公司存货存在减值和跌价

的风险。 

对加盟商管理不善的风险 

在加盟模式下，公司对加盟商的店面装修、货品采购以及人员

培训进行规范和指导，并赋予加盟商根据当地消费习惯等实际

情况进行自主经营的权利。如果公司对加盟商管理不到位，加

盟商因经营不善而关闭，或加盟商未能向消费者提供满意的服

务，均有可能损害公司的声誉和品牌。 

持续经营能力的风险 

本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的综合收益总额为-

2,951,478.67 元、-6,124,503.40 元、-5,912,658.28 元，已连续三

个会计年度亏损。上述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本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本期重大风险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本期重大风险未发生重大变化 

 

 

 

 

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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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中凰国际、股份公司 指 中凰国际供应链（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中凰国际供应链（广东）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中凰国际供应链（广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中凰国际供应链（广东）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中凰国际供应链（广东）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 

管理层 指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报告期 指 2021年上半年 

主办券商、信达证券 指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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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概况 

一、 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中凰国际供应链（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ZhongHuang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Guangdong) Co.,Ltd. 

ZHGJ 

证券简称 ST中凰 

证券代码 872158 

法定代表人 方美强              

 

二、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方美强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红柳道 1号赛格柏狮二期厂房

7-808 

电话 0755-83586688 

传真 0755-25539895 

电子邮箱 182232383@qq.com 

公司网址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红柳道 1号赛格柏狮二期厂房

7-808 

邮政编码 518084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半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财务部 

 

三、 企业信息 

股票交易场所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成立时间 2009年 1月 12日 

挂牌时间 2017年 9月 26日 

分层情况 基础层 

行业（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 批发和零售业（F）-批发业（F51）-酒-饮料及茶叶批发 

主要业务 进口酒及相关产品采购、仓储、销售，品牌加盟运营，个性定

制等供应链管理和配套服务 

主要产品与服务项目 进口酒及相关产品采购、仓储、销售，品牌加盟运营，个性定

制等供应链管理和配套服务。 

普通股股票交易方式 □连续竞价交易 √集合竞价交易 □做市交易  

普通股总股本（股） 14,681,000.00 

优先股总股本（股） 0 

做市商数量 0 

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为（方美强）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实际控制人为（方美强），无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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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注册情况 

项目 内容 报告期内是否变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68378291X2 否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

保社区红柳道 1号赛格柏狮二期

厂房 7 层 7-808 

否 

注册资本（元） 14,681,000 否 

  

 

五、 中介机构 

主办券商（报告期内） 信达证券 

主办券商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号院 1号楼 

报告期内主办券商是否发生变化 否 

主办券商（报告披露日） 信达证券 

会计师事务所       

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及连续签字年

限 

    

年 年 年 年 

会计师事务所办公地址  

 

六、 自愿披露 

□适用 √不适用  

七、 报告期后更新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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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经营情况 

一、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 盈利能力 

单位：元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82,031.87 1,417,702.52 -66.00% 

毛利率% 16.40% 10.26%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1,428.28 -1,185,013.92 -1.9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55,364.69 -1,192,228.4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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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5% -23.2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44.22% -23.39% - 

基本每股收益 -0.08 -0.08 -1.99% 

 

 

（二） 偿债能力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8,933,886.21 19,676,416.04 -3.77% 

负债总计 20,318,067.60 19,899,169.15 2.1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84,181.39 -222,753.11 521.4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0.09 -0.02 521.4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07.31% 101.13%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07.31% 101.13% - 

流动比率 0.92 0.97 - 

利息保障倍数 -13.03 -21.86 - 

 

 

（三） 营运情况 

单位：元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5,431.43 241,268.77 101.20% 

应收账款周转率 0.04 0.12 - 

存货周转率 0.04 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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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长情况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总资产增长率% -3.77% -0.81% - 

营业收入增长率% -66.00% -75.49% - 

净利润增长率% -1.99% -44.62% - 

 

 

（五） 补充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二、主要经营情况回顾 

（一） 商业模式 

中凰国际是进口葡萄酒产业链上下游接洽、咨询、代理、采购、批发、物流、仓储、服务等方面的

供应链整合商；公司主营业务为进口酒及相关产品采购、仓储、销售，品牌加盟运营，个性定制等供应

链管理和配套服务。 

公司主要产品产区涵盖法国、西班牙、智利、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等主流产酒国，酒款品类涵

盖干红、干白、起泡酒、白兰地等主流进口酒品类，酿酒葡萄涵盖赤霞珠、美乐、西拉、丹魄等主流酿

酒葡萄品种，并包含高、中、低端不同档次和价位的定位设计，全方位满足绝大部分进口酒经营、消费

群体的需求。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公司在全国多个省市铺设分销渠道，形成“采购、物流、存储、批发、零

售”全产业链条，资源整合能力较强，渠道优势较为明显。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销售团队，所有销售

成员均具备多年酒类行业销售经验。 

目前公司主要通过线下渠道进行销售，公司除向客户直接销售国外酒庄、酒厂采购的各类酒品外，

还可利用自身掌握的国外酒庄供应渠道资源，为客户提供个性定制酒服务，即根据客户品牌、产品风

味要求、消费定位等信息，找寻适合的酒庄资源完成酒品定制。通过与各级经销商的合作扩大自身业

务规模，渗透到各地市场，提高市场认可度。 

为更好地服务于客户，公司紧跟市场方向，调整发展战略，通过丰富产品种类、拓展营销渠道，

加强上下游的整合，由传统批发模式向供应链管理和服务模式逐步转变。随着公司人员队伍扩充，营

收规模相应增长，公司与经销商、供应商的业务合作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报告期内，及报告期后至报告披露日，公司商业模式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 经营情况回顾 

1、 资产负债结构分析 

□适用 √不适用  

2、 营业情况与现金流量分析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 金额 占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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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比重% 入的比重% 

营业收入 482,031.87 

 

- 1,417,702.52 - -66.00% 

营业成本 402,971.85 83.60% 1,272,290.14 89.74% -68.33% 

毛利率 16.40% - 10.26% -  

销售费用 - - 268,642.20 18.95% -100.00% 

管理费用 707,479.46 146.77% 944,747.53 66.64% -25.11% 

财务费用 62,485.03 12.96% 169,258.92 11.94% -63.08% 

信用减值损失 467,816.46 97.05% 49,650.38 3.50% 842.22% 

营业利润 -1,158,720.93 -240.38% -

1,192,488.72 

-84.11% -2.83% 

净利润 -1,161,428.28 -240.94% -

1,185,013.92 

-83.59% -1.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5,431.43 - 241,268.77 - 101.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2,774.70 - -398,185.46 - -21.24% 

 

项目重大变动原因：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66.00%，主要系受疫情影响，销售订单减少所致。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 68.33%，主要系销售订单减少相应成本减少。 

3.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00%，主要系销售人员及费用减少。 

4.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25.11%，主要系职工薪酬减少。 

5.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63.08%，主要系本年度利息费用减少。 

6.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842.22%，主要系本年度计提坏账损失增加。 

7.营业利润与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 2.83%和 1.99%。主要系受疫情影响，销售订单减少所致。 

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01.20%，主要系本期采购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9.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21.24%，主要系本期贷款金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三、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营业外支出 -2,707.35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2,707.35 

所得税影响数 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7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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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差错更正等情况 

（一） 会计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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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五、 境内外会计准则下会计数据差异 

□适用 √不适用  

六、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一）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基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 主要参股公司业务分析 

□适用 √不适用  

合并报表范围内是否包含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 √否  

七、 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八、 企业社会责任 

（一） 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 其他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始终坚持业务发展与社会责任并重，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公司依法经营、合法纳税、注

重环保，认真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做到对社会负责、对全体股东负责、对每一位员工负责、对产业

链上下游每一位合作伙伴负责。 

作为公众公司，公司将随着企业的发展，力争对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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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重大事件 

一、 重大事件索引 

事项 是或否 索引 

是否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是 √否  四.二.（一） 

是否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是 √否   

是否对外提供借款 □是 √否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

资源的情况 

□是 √否  四.二.（二） 

是否存在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否  四.二.（三） 

是否存在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是 √否   

是否存在经股东大会审议过的收购、出售资产、对外投资以

及报告期内发生的企业合并事项 

□是 √否   

是否存在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其他员工激励措施 □是 √否   

是否存在股份回购事项 □是 √否   

是否存在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 □否  四.二.（四）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是 √否   

是否存在失信情况 √是 □否  四.二.（五） 

是否存在破产重整事项 □是 √否   

是否存在自愿披露的其他事项 □是 √否   

 

二、 重大事件详情 

（一）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本报告期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 报告期内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涉及的累计金额是否占净资产 10%及以上 

□是 √否  

2、 以临时公告形式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三）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元 

具体事项类型 预计金额 发生金额 

1．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 10,000,000 399,240 

2．销售产品、商品、提供或者接受劳务   

3．公司章程中约定适用于本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型   

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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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临时公告索引 承诺主体 承诺类型 承诺开始日期 承诺结束日期 承诺履行情况 

挂牌 实际控制人或

控股股东 

同业竞争承

诺 

2017 年 3 月 1

日 

 正在履行中 

挂牌 董监高 同业竞争承

诺 

2017 年 4 月 1

日 

 正在履行中 

挂牌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股

东及董监高 

承诺，规范和

减少关联交

易的承诺 

2017 年 4 月 1

日 

 正在履行中 

挂牌 实际控制人或

控股股东 

风险承诺 2017 年 3 月 1

日 

 正在履行中 

挂牌 董监高 信用状况承

诺 

2017 年 4 月 1

日 

 正在履行中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详细情况： 

不适用。 

 

（五） 失信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方美强，董事方美林，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第五节 股份变动和融资 

一、 普通股股本情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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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4,000 27.89% 0 4,094,000 27.8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849,000 12.59% 0 1,849,000 12.59% 

      董事、监事、高管 2,183,000 14.87% 0 2,183,000 14.87% 

      核心员工 60,000 0.41% 0 60,000 0.41%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0,587,000 72.11% 0 10,587,000 72.1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9,582,000 65.27% 0 9,582,000 65.27% 

      董事、监事、高管 10,587,000 72.11% 0 10,587,000 72.11% 

      核心员工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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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股本 14,681,000 - 0 14,681,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4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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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持有

的质押股

份数量 

期末持有

的司法冻

结股份数

量 

1 方美强 11,431,000 0 11,431,000 77.86% 9,582,000.00 1,849,000.00 9,000,000 11,431,000 

2 蔡树潮 1,000,000 0 1,000,000 6.81% 0 1,000,000.00   

3 许良勤 699,000 0 699,000 4.76% 525,000.00 174,000.00   

4 李馥正 600,000 0 600,000 4.09% 450,000.00 150,000.00   

5 陈照郎 200,000 0 200,000 1.36% 0 200,000.00   

6 许益桃 100,000 0 100,000 0.68% 0 100,000.00   

7 许秋源 100,000 0 100,000 0.68% 0 100,000.00   

8 余海燕 100,000 0 100,000 0.68% 0 100,000.00   

9 林丽容 100,000 0 100,000 0.68% 0 100,000.00   

10 邱燕晓 70,000 0 70,000 0.48% 0 70,000.00   

合计 14,400,000 0 14,400,000 98.08% 10,557,000 3,843,000 9,000,000 11,431,0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 

 

 

 

二、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三、 报告期内的普通股股票发行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报告期内的股票发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 存续至报告期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适用√不适用  

四、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存续至本期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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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 存续至本期的可转换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七、 特别表决权安排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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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变动情况 

一、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月 
任职起止日期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方美强 董事长、总

裁、董事会

秘书 

男 1970 年 1月 2017 年 3月 19 日 2020 年 3月 18 日 

方美林 董事 男 1973 年 11月 2017 年 3月 19 日 2020 年 3月 18 日 

李馥正 董事 男 1983 年 9月 2018 年 1月 8 日 2020 年 3月 18 日 

陈桐 董事 男 1993 年 6月 2018 年 7月 30 日 2020 年 3月 18 日 

周琳 董事、财务

负责人 

女 1983 年 10月 2018 年 7月 12 日 2020 年 3月 18 日 

史建党 监事会主席 男 1969 年 1月 2017 年 3月 19 日 2020 年 3月 18 日 

许良勤 监事 男 1963 年 6月 2017 年 3月 19 日 2020 年 3月 18 日 

李建辉 监事 男 1972 年 7月 2017 年 12月 14日 2020 年 3月 18 日 

董事会人数： 5 

监事会人数： 3 

高级管理人员人数： 2 

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董事长、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届满，为保

持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决定第一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第一届监事会全体监事以及高级管理

人员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和职责。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继续履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关系： 

除方美强与方美林系兄弟关系外，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互间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相互间均无关联关系。 

 

（二） 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详细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报告期内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四）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权激励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 员工情况 

（一） 在职员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按工作性质分类 期初人数 期末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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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人员 3 1 

销售人员 5 1 

采购人员 1 1 

财务人员 2 2 

其他 1 1 

员工总计 12 6 

 

 

（二） 核心员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初人数 本期新增 本期减少 期末人数 

核心员工 2 0 1 1 

 

核心员工的变动情况： 

核心员工谢淑萍由于个人原因于 2021年 1月 5日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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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 

一、 审计报告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一）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2021年 6 月 30日 2020 年 12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1 26,467.67 23,810.94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2 4,988,470.79 5,450,887.35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1.3 2,272,170.69 2,664,327.62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4 74,940.77 87,375.75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5 11,294,541.57 11,098,955.72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8,656,591.49 19,325,357.38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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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1.6 277,294.72 351,058.66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77,294.72 351,058.66 

资产总计  18,933,886.21 19,676,416.0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7 3,460,000.00 3,86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8 11,422,210.83 10,806,964.70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1.9 1,843,626.18 2,198,781.93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10 1,634,983.32 1,508,784.87 

应交税费 1.11 64,396.37 94,697.33 

其他应付款 1.12 1,653,179.50 1,144,098.67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13 239,671.40 285,841.65 

流动负债合计  20,318,067.60 19,899,169.15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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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0 0 

负债合计  20,318,067.60 19,899,169.1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1.14 14,681,000.00 14,681,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15 1,222,578.17 1,222,578.1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16 -17,287,759.56 -16,126,331.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84,181.39 -222,753.11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384,181.39 -222,753.1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8,933,886.21 19,676,416.04 

 

法定代表人：方美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琳会计机构负责人：周琳 

 

 

 

（二）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2021年 1-6月 2020年 1-6 月 

一、营业总收入  482,031.87 1,417,702.52 

其中：营业收入 1.17 482,031.87 1,417,702.52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172,936.34 2,659,841.62 

其中：营业成本 1.17 402,971.85 1,272,290.14 

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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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18 0 4,902.83 

销售费用 1.19 0 268,642.20 

管理费用 1.20 707,479.46 944,747.53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1.21 62,485.03 169,258.92 

其中：利息费用  82,774.70 138,185.46 

利息收入  6.25 39.91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

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22 -467,816.46 49,650.38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158,720.93 -1,192,488.72 

加：营业外收入 1.23 0 7,872.28 

减：营业外支出 1.24 2,707.35 397.48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161,428.28 -1,185,013.92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161,428.28 -1,185,013.92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 -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 

1.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1,161,428.28 -1,185,013.92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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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161,428.28 -1,185,013.92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161,428.28 -1,185,013.92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8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8 

 

法定代表人：方美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琳会计机构负责人：周琳 

 

 

（三） 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2021年 1-6月 2020年 1-6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48,600.58 1,360,953.09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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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57,359.99 384,399.9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05,960.57 1,745,353.0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99,240.00 519,376.08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21,871.82 558,820.89 

支付的各项税费  751.43 10,857.4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8,665.89 415,029.8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20,529.14 1,504,084.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 485,431.43 241,268.7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0 4,1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 4,1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00,000.00 4,36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82,774.70 138,185.46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82,774.70 4,498,1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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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2,774.70 -398,185.4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5 2,656.73 -156,916.6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5 23,810.94 172,667.8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5 26,467.67 15,751.20 

 

法定代表人：方美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琳会计机构负责人：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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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财务报表附注 

（一） 附注事项索引 

事项 是或否 索引 

1．半年度报告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上年度财务报表是否变化 □是 √否    

2．半年度报告所采用的会计估计与上年度财务报表是否变化 □是 √否    

3．是否存在前期差错更正 □是 √否    

4．企业经营是否存在季节性或者周期性特征 √是 □否    

5．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是否发生变化 □是 √否    

6．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是否发生变化 □是 √否    

7．是否存在证券发行、回购和偿还情况 □是 √否    

8．是否存在向所有者分配利润的情况 □是 √否    

9．是否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披露分部报告 □是 √否    

10．是否存在半年度资产负债表日至半年度财务报告批准报

出日之间的非调整事项 

□是 √否    

11．是否存在上年度资产负债表日以后所发生的或有负债和

或有资产变化情况 

□是 √否    

12．是否存在企业结构变化情况 □是 √否    

13．重大的长期资产是否转让或者出售 □是 √否    

14．重大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是否发生变化 □是 √否    

15．是否存在重大的研究和开发支出 □是 √否    

16．是否存在重大的资产减值损失 □是 √否    

17．是否存在预计负债 □是 √否    

 

 

附注事项索引说明： 

企业经营季节性或者周期性特征 

公司主营产品进口酒为快速消费品，作为亲友馈赠礼品及餐桌增色佳品，其销售情况受中国传统

节假日影响较大。中国传统节假日多集中在第一、四季度，其中以中秋节、国庆节、元旦、春节最为

隆重，从实际情况看，公司下游的经销商等需要在节假日前预先备货，因此，公司产品销量整体来看

下半年要高于上半年，企业经营具有季节性特征。 

 

 

（二） 财务报表项目附注 

 

1、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1货币资金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现金 10,635.32 11,835.32 

银行存款 7,930.05 4,0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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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其他货币资金 7,902.30 7,902.30 

其中：微信账户   

支付宝账户 7,902.30 7,902.30 

合计 26,467.67 23,810.94 

 

注：截至 2021年 06月 30日，货币资金中无因抵押、质押或冻结等对使用有限制、有

潜在回收风险的款项。 

1.2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收票据 - - 

应收账款 4,988,470.79 5,450,887.35 

合计 4,988,470.79 5,450,887.35 

1.2.1应收账款按种类分类列示如下： 

种类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

例

（%）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12,851,301.15 
100.00 

7,862,830.36 
61.18 

4,988,470.79 

组合 1（账龄组合） 12,851,301.15 100.00 7,862,830.36 61.18 4,988,470.79 

组合 2（关联方组合）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合计 12,851,301.15 100.00 7,862,830.36 61.18 4,988,470.79 

 

续： 

种类 期初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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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12,865,941.15 100.00 7,415,053.80 57.63 5,450,887.35 

组合 1（账龄组合） 12,865,941.15 100.00 7,415,053.80 57.63 5,450,887.35 

组合 2（关联方组合）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合计 12,865,941.15 100 7,415,053.80 57.63 5,450,887.35 

 

组合 1，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项目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 1,777,722.05 88,886.10 5.00 

1至 2 年 1,430,802.41 286,160.48 20.00 

2至 3 年 4,309,985.82 2,154,992.91 50.00 

3年以上 5,332,790.87 5,332,790.87 100.00 

合计 12,851,301.15 7,862,830.36 61.18 

 

续： 

项目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 1,807,722.05 90,386.10 5.00 

1至 2 年 1,415,442.41 283,088.48 20.00 

2至 3 年 5,202,394.94 2,601,197.47 50.00 

3年以上 4,440,381.75 4,440,381.75 100.00 

合计 12,865,941.15 7,415,053.80 57.63 

 

1.2.2本年及上年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年计提坏账准备 447,776.56元。 

1.2.3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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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期末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厦门菲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711,139.62 1,504,639.62 1,206,500.00 

南京友航商贸有限公司 1,874,340.00 1,874,340.00 0.00 

深圳市加枫红贸易有限公司 1,666,095.00 1,666,095.00 0.00 

深圳市亿品佳实业有限公司 745,558.40 692,713.40 52,845.00 

蔡桂思 564,653.00 247,744.30 316,908.70 

合计 7,561,786.02 5,985,532.32 1,576,253.70 

 

1.3预付款项 

1.3.1预付款项账龄列示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 1,102,750.90 48.53 1,369,811.90 51.41 

1 至 2 年 654,369.94 28.80 721,697.94 27.09 

2至3年 515,049.85 22.67 572,817.78 21.50 

合计 2,272,170.69 100.00 2,664,327.62 100.00 

 

1.3.2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预付时间 未结算原因 

方腾国际供应链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929,849.00 1年以内 合同未执行完毕 

深圳圣雅图包装设计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491,728.80 

1-2年 
 

合同未执行完毕 

深圳遇见贸易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200,000.00 

2-3年 
 

合同未执行完毕 

重庆兴宝兴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191,031.75 

2-3年 
 

合同未执行完毕 

深圳市洛奇酒业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172,800.00 

2-3年 
 

合同未执行完毕 

合计  1,985,409.55   

 

1.4其他应收款 



29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74,940.77 87,375.75 

合计 74,940.77 87,375.75 

 

1.4.1其他应收款按种类分类列示如下： 

种类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 例

（%） 
金额 

计提比

例

（%）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

款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

款 

192,050.16 100.00 117,109.39 60.98 74,940.77 

组合 1（账龄组合） 192,050.16 100.00 117,109.39 60.98 74,940.77 

组合 2（关联方组合）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

应收款 
     

合计 192,050.16 100.00 117,109.39 60.98 74,940.77 

 

续： 

种类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例

（%）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184,445.24   100.00   97,069.49   52.63   87,375.75  

组合 1（账龄组合） 184,445.24   100.00   97,069.49   52.63   87,375.75  

组合 2（关联方组合）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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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例

（%） 

合计 184,445.24 100.00 97,069.49 52.63 87,375.75 

 

组合 1，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账龄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1年以内 18,537.32 9.65 926.87 5.00 

1至 2年 67,449.00 35.12 13,489.80 20.00 

2至 3年 6,742.24 3.51 3,371.12 50.00 

3年以上 99,321.60 51.72 99,321.60 100.00 

合计 
192,050.16 100.00 117,109.39 60.98 

 

续： 

账龄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1 年以内 75,132.40 40.73 3,756.62 5.00 

1 至 2 年 11,133.14 6.04 2,226.63 20.00 

2 至 3 年 14,186.92 7.69 7,093.46 50.00 

3 年以上 83,992.78 45.54 83,992.78 100.00 

合计 184,445.24 100.00 97,069.49 52.63 

 

1.4.2本年及上年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本年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20,039.90元。 

1.4.3其他应收款按款项性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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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押金保证金 25,000.00 25,000.00 

应收代缴社保及公积金 11,911.22 6,508.85 

其他 155,138.94 152,936.39 

合计 192,050.16 184,445.24 

 

1.5存货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在途物资       

库存商品 8,474,705.46 28,943.80 8,445,761.66 8,279,119.61 28,943.80 8,250,175.81 

周转材料 2,848,779.91  2,848,779.91 2,848,779.91 - 2,848,779.91 

合计 11,323,485.37 28,943.80 11,294,541.57 11,127,899.52 28,943.80 11,098,955.72 

 

1.6固定资产 

1.6.1固定资产情况 

项目 办公设备 电子设备 其他设备 合计 

账面原值     

期初余额 356,025.00 402,864.13 759,260.00 1,518,149.13 

本期增加金额     

1)购置     

2)存货转入     

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期末余额 356,025.00 402,864.13 759,260.00 1,518,149.13 

累计折旧     

期初余额 284,807.85 350,179.17 532,103.45 1,167,090.47 

本期增加金额 6,344.70 6051.54 61,367.70 73,763.94 

1)计提 6,344.70 6051.54 61,367.70 73,76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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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办公设备 电子设备 其他设备 合计 

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期末余额 291,152.55 356,230.71 593,471.15 1,240,854.41 

减值准备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期末余额     

账面价值     

期末账面价值 64,872.45 46,633.42 165,788.85 277,294.72 

年初账面价值 71,217.15 52,684.96 227,156.55 351,058.66 

 

1.7短期借款 

1.7.1短期借款分类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银行借款 3,460,000.00 3,860,000.00 

其中：抵押、保证借款 3,460,000.00 3,860,000.00 

合计 3,460,000.00 3,860,000.00 

本公司于 2020年 6月 22日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 JK166120000151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人民币 410 万元，由方美强、林玉娟、方美林、方思源、深圳前

海优品白兰地供应链有限公司、中欧洋酒（广东）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方美强持有的本

公司 900万股股份提供质押。 

1.8应付账款 

种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付票据 - - 

应付账款 11,422,210.83 10,806,9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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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422,210.83 10,806,964.70 

 

1.8.1应付账款 

1.8.1.1按款项性质列示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货款 11,422,210.83 10,806,964.70 

合计 11,422,210.83 10,806,964.70 

 

1.8.1.2应付账款按账龄列示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1年以内 3,865,865.79 3,550,619.66 

1-2年 673,425.75 695,837.05 

2-3年 6,882,919.29 6,560,507.99 

合计 11,422,210.83 10,806,964.70 

 

1.9合同负债 

1.9.1按款项性质列示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与销货合同相关的合同负债 1,843,626.18 2,198,781.93 

合计 1,843,626.18 2,198,781.93 

 

1.10应付职工薪酬 

1.10.1应付职工薪酬列示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一、短期薪酬 1,508,784.87 321,300.00 195,101.55 1,634,983.32 

二、离职后福利-设定提存计划  29,298.80 29,298.80 - 

三、辞退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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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四、一年内到期的其他福利    - 

合计 1,508,784.87 350,598.80 224,400.35 1,634,983.32 

 

1.10.2短期薪酬列示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一、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1,508,784.87 299,809.72 173611.27 1,634,983.32 

二、职工福利费     

三、社会保险费  13,840.28 13,840.28  

其中：（1）医疗保险费  12,815.78 12,815.78  

（2）工伤保险费  138.00 138.00  

（3）生育保险费  886.50 886.50  

四、住房公积金  7,650.00 7,650.00  

五、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六、短期带薪缺勤     

七、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合计 1,508,784.87 321,300.00 195,101.55 1,634,983.32 

 

1.10.3设定提存计划列示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一、基本养老保险  28,575.00 28,575.00  

二、失业保险费  723.80 723.80  

三、企业年金缴费     

合计  29,298.80 29,298.80  

 

1.11应交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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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值税 50,135.32 87,467.97 

城市维护建设税  1,401.72 

教育费附加  600.74 

地方教育费附加  400.49 

个人所得税 14,261.05  

合计 64,396.37 94,697.33 

 

1.12其他应付款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其他应付款 1,653,179.50 1,144,098.67 

合计 1,653,179.50 1,144,098.67 

 

1.12.1其他应付款 

1.12.1.1按款项性质列示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非金融机构借款 1,483,401.28 1,020,615.60 

应付费用 169,778.22 123,483.07 

合计 1,653,179.50 1,144,098.67 

 

1.13其他流动负债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合同负债对应的销项税金 239,671.40 285,841.65 

合计 239,671.40 285,841.65 

1.14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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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 

增加 

本期 

减少 

期末余额 

持股金额 比例% 持股金额 比例% 

方美强 11,431,000.00 77.86   11,431,000.00 77.86 

方美林 15,000.00 0.10   15,000.00 0.10 

陈燕 0.00 0.00   0.00 0.00 

许益桃 100,000.00 0.68   100,000.00 0.68 

林瑞卿 20,000.00 0.14   20,000.00 0.14 

许秋源 100,000.00 0.68   100,000.00 0.68 

苏贤辉 50,000.00 0.34   50,000.00 0.34 

曾烨华 20,000.00 0.14   20,000.00 0.14 

林丽蓉 100,000.00 0.68   100,000.00 0.68 

张初桦 30,000.00 0.20   30,000.00 0.20 

许良勤 700,000.00 4.77   700,000.00 4.77 

刘巧蕊 60,000.00 0.41   60,000.00 0.41 

邱燕晓 70,000.00 0.48   70,000.00 0.48 

余海燕 100,000.00 0.68   100,000.00 0.68 

陈照郎 200,000.00 1.36   200,000.00 1.36 

陈照郎 200,000.00 1.36   200,000.00 1.36 

蔡树潮 1,000,000.00 6.81   1,000,000.00 6.81 

李馥正 600,000.00 4.09   600,000.00 4.09 

许进明 5,000.00 0.03   5,000.00 0.03 

陈美椰 10,000.00 0.07   10,000.00 0.07 

周琳 15,000.00 0.10   15,000.00 0.10 

金付聪 5,000.00 0.03   5,000.00 0.03 

史建党 10,000.00 0.07   10,000.00 0.07 

谢淑萍 10,000.00 0.07   10,000.00 0.07 

林海 30,000 0.20   30,000 0.20 

合计 14,681,000.00 100.00   14,681,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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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资本公积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期末数 

资本溢价（股本溢价） 1,222,578.17   1,222,578.17 

合计 1,222,578.17   1,222,578.17 

1.16未分配利润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上期末余额 -16,126,331.28 -10,213,673.00 

加：会计政策变更   

加：会计差错更正   

本年期初余额 -16,126,331.28 -10,213,673.00 

加：本期实现净利润 -1,161,428.28 -5,912,658.28 

减：其他减少   

减：利润分配   

其中：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分配普通股股利   

减：其他   

未分配利润 -17,287,759.56 -16,126,331.28 

 

1.17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482,031.87 402,971.85 1,417,702.52 1,272,290.14 

合计 482,031.87 402,971.85 1,417,702.52 1,272,290.14 

 

1.18税金及附加 

税种 本年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城市维护建设税  2,859.99 

教育费附加  1,2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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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种 本年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地方教育附加  817.13 

合计  4,902.83 

 

1.19销售费用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工资奖金及福利费等  265,869.92 

包装费  2,772.28 

其他    

合计  268,642.20 

 

1.20管理费用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工资奖金及福利费等 321,300.00 418,866.54 

房租水电管理费 264,655.98 352,384.31 

咨询服务费   

折旧摊销 73,763.94 141,701.16 

差旅费   

办公费 3,496.00 13,777.68 

业务招待费  2,532.49 

其他 44,263.54 15,485.35 

合计 707,479.46 944,747.53 

 

1.21财务费用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利息支出 82,774.70 138,185.46 

减：利息收入 6.25 39.91 

手续费 137.06 2,929.30 

汇兑损益 
-20,420.48 28,184.07 

合计 62,485.03 169,25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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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信用减值值损失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坏账损失 -467,816.46 49,650.38 

合计 -467,816.46 49,650.38 

 

1.23营业外收入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计入当期非经常性 

损益的金额 

其他 - 7,872.28 - 

合计 - 7,872.28 - 

 

1.24营业外支出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计入当期非经常性 

损益的金额 

滞纳金 2,707.35 397.48 2,707.35 

合计 2,707.35 397.48 2,707.35 

 

1.25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1.25.1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161,428.28 -1,185,013.92 

加：资产减值准备 364,460.22 -49,650.38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73,763.94 141,701.16 

无形资产摊销 -- --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收益以“－”号填列） 
-- --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 --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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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82,774.70 138,185.46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 --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 --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95,585.85 253,578.84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763,652.23 -142,642.87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865,068.70 1,225,110.48 

其他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2,705.66 381,268.77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 --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 --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26,467.67 15,751.20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3,810.94 172,667.89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 --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656.73 -156,916.69 

 

1.24.2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构成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一、现金 26,467.67 23,810.94 

其中：库存现金 10,635.32 11,835.32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7,930.05 4,0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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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7,902.30 7,902.30 

二、现金等价物   

其中：三个月内到期的债券投资   

三、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467.67 23,810.94 

 

 

2、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截止目前，本公司无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3、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 

本公司从事风险管理的目标是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将风险对本公司经

营业绩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水平，使股东及其其他权益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基于该风

险管理目标，本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策略是确定和分析本公司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建立适

当的风险承受底线和进行风险管理，并及时可靠地对各种风险进行监督，将风险控制在限

定的范围之内。 

4、市场风险 

（1）外汇风险 

外汇风险，是指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外汇汇率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

险。本公司无外币货币性资产和负债，不存在外汇风险。 

（2）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市场利率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

险。 

5、信用风险 

5.1信用风险，是指金融工具的一方不能履行义务，造成另一方发生财务损失的风险。

本公司的信用风险主要来自银行存款和应收款项。为控制上述相关风险，本公司分别采取

了以下措施。 

（1）银行存款 

本公司将银行存款存放于信用评级较高的金融机构，故其信用风险较低。 

（2）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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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续对采用信用方式交易的客户进行信用评估。根据信用评估结果，本公司选择

与经认可的且信用良好的客户进行交易，并对其应收款项余额进行监控，以确保本公司不

会面临重大坏账风险。 

5.2流动风险 

流动风险，是指本公司在履行以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方式结算的义务时发生资

金短缺的风险。流动风险可能源于无法尽快以公允价值售出金融资产；或者源于对方无法

偿还其合同债务；或者源于提前到期的债务；或者源于无法产生预期的现金流量。 

为控制该项风险，本公司财务部门在持续监控短期和长期的资金需求，以确保维持充裕

的现金储备。 

6、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6.1.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系自然人方美强持有本公司 77.18%的股权。 

6.2.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系 

方美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陈桐 本公司董事 

李馥正 本公司董事 

李馥正 董事 

周琳 本公司董事 

史建党 本公司监事 

许良勤 本公司监事 

李建辉 本公司监事 

林海 本公司核心员工 

方美林 本公司董事 

中欧洋酒（广东）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方美强投资的独资公司 

 

6.3关联方交易 

6.3.1关联采购与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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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中欧洋酒（广东）有限公司 商品采购 399,240.00 1,334,283.27 

合计  399,240.00 1,334,283.27 

 

6.3.2关联托管情况：无。 

6.3.3关联承包情况：无。 

6.3.4关联租赁情况：无。 

6.3.5关联担保情况：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方美强、林玉娟 410 万 2020 年 6 月 12 日 2021 年 6 月 11 日 否 

方美林、方思源 410 万 2020 年 6 月 12 日 2021 年 6 月 11 日 否 

6.3.6关联方资产转让情况：无。 

6.3.7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其他应付款：   

方美强 299,116.05 275,000.00 

林海 250,500.00  

周琳 200,000.00  

方美林 15,000 15,000 

合计 764,616.05 290,000.00 

 

7、或有事项  

截至 2021年 06月 30日，本公司本期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8、承诺事项 

截至 2021年 06月 30日，本公司本期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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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本财务报告报出日，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10、其他重要事项 

除上述其他重要事项外，本公司本期无需要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11、补充资料 

11.1、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07.3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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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说明 

合计 -2,707.35  

11.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44.55% -0.08 -0.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144.22% 
-0.08 -0.08 

 

   

 

 

中凰国际供应链（广东）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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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目录 

 

（一）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

表。 

（二）报告期内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原稿。 

 

 

文件备置地址： 

公司财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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