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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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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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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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董事会秘书 项玮  

职务 董事会秘书 

电话 023-68884176 

传真 023-68693257 

电子邮箱 cqworks@vip.163.com 

公司网址 www.cqworks.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 18号高创锦业大厦 20-2号，4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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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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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79,034,978.53 78,520,863.89 0.6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371,980.03 20,600,589.22 -1.11% 

营业收入 65,409,408.22 55,987,940.11 16.8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51,390.81 6,247,436.44 -23.9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729,707.90 4,796,677.48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04,946.34 7,973,381.59 -15.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45% 30.65%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50 -23.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9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1.64 1.6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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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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500 25.00% 0 3,112,500 25.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048,025 16.45% 0 2,048,025 16.45% 

      董事、监事、高管 1,064,475 8.55% 0 1,064,475 8.55% 

      核心员工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9,337,500 75.00% 0 9,337,500 75.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144,075 49.35% 0 6,144,075 49.35% 

      董事、监事、高管 3,193,425 25.65% 0 3,193,425 25.65% 

      核心员工           

     总股本 12,450,000 - 0 12,45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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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向涛 8,192,100 0 8,192,100 65.80% 6,144,075 2,048,025 

2 宫立兵 4,257,900 0 4,257,900 34.20% 3,193,425 1,064,475 

合计 12,450,000 0 12,450,000 100.00% 9,337,500 3,112,500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上述股东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法人代表人均为顾向涛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因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

分派向全体股东送转增股份由5,461,400股增加为8,192,100股，占总股本的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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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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 

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根据财政部 2018 年 6 月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

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文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本公司按照财政部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并相应调整了比较财

务报表数据，对当期和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对 2018年 1月 1日/2017年度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的影响金额 

  追溯调整法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 2018年 6 月发布的《财

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文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

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合并计入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

目，将在建工程、工程物资合并计入在建

工程项目，将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

应收款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应付

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计入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项目，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

应付款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利润表

新增研发费用科目。 

应收账款（合并报表） -12,106,827.82 

应收票据（合并报表） -3,406,958.3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合并报表） 
15,513,786.15 

应付账款（合并报表） -11,544,173.8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合并报表） 
11,544,173.82 

管理费用（合并报表） -3,613,985.67 

研发费用（合并报表） 3,613,985.67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期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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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合并报表） 12,106,827.82       

应收票据（合并报表） 3,406,958.3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合并报表）   15,513,786.15     

应付账款（合并报表） 11,544,173.8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合并报表）   11,544,173.82     

管理费用（合并报表） 7,173,897.93 3,559,912.26     



公告编号：2019-004 

研发费用（合并报表）   3,613,9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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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