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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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彭笑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文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冯文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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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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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晓怡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571-56058866 转 8205 

传真 0571-56322236 

电子邮箱 touzizhe@najingtech.com 

公司网址 http://www.najingtech.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杭州市滨江区秋溢路 428 号 3 幢 2 楼/31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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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注：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完成新任董事会秘书的聘任程序，但新任董事会秘书童晓怡暂

未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公司承诺自股转系统近期举行的首期董事

会秘书资格考试之日起 3 个月内具备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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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759,055.93 196,622,538.36 113.4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6,046,014.96 98,282,374.75 252.0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2.46 1.24 98.3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3.71% 33.0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7.56% 50.01%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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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85,778,770.44 61,771,026.80 200.7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23,571.70 -66,843,385.45 78.4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7,904,561.02 -71,146,143.59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17,614.46 -52,956,094.25 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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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 -44.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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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3% -47.1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85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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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77,634 96.05% 22,034,675 97,912,309 69.5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6,517,294 20.91% -16,517,294 0 0% 

      董事、监事、高管 181,750 0.23% 1,236,327 1,418,077 1.01%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122,366 3.95% 39,729,497 42,851,863 30.4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577,116 3.26% 15,422,884 30,023,630 12.79% 

      董事、监事、高管 545,250 0.69% 4,608,983 5,154,233 3.66%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79,000,000 - 61,764,172 140,764,172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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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9,000,000 9,000,000 18,000,000 12.79% 18,000,000 0 

2 张然 6,500,000 6,500,000 13,000,000 9.24% -  13,000,000 

3 孔镇勇 6,241,440 6,241,440 12,482,880 8.87% -  12,482,880 

4 北京汇桥投资有限公司 6,011,815 6,011,815 12,023,630 8.54% 12,023,630 0 

5 
宁波新荟菁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64,995 -3,059,000 9,005,995 6.40% -  9,005,995 

6 高磊生 0 7,120,000 7,120,000 5.06% 7,120,000 0 

7 彭笑刚 3,436,155 3,136,155 6,572,310 4.67% 5,154,233 1,418,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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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连骏杰投资有限公司 0 5,960,000 5,960,000 4.23% -  5,960,000 

9 金俊 2,829,450 2,816,350 5,645,800 4.01% -  5,645,800 

10 陈海燕 3,004,155 1,404,155 4,408,310 3.13% -  4,408,310 

合计 49,088,010 45,130,915 94,218,925 66.94% 42,297,863 51,921,062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宁波新荟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股东彭笑刚控制。 

股东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股东北京汇桥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为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12.79%的股份，通过控制

北京汇桥持有本公司 8.54%的股份。报告期内，公司发行新股，股东鸿商集团和其控股子公司北京汇

桥均参与认购，发行完成后，上述二者控制的公司股份超过原控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同时，鸿商集

团提名翁格菲、袁宏林为公司新任董事，董事会改选后五名董事会成员中有三名董事是由鸿商集团提

名，鸿商集团能够对公司经营方针和其他重大事项产生实质性影响，使得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公

司控股股东由宁波新荟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鼎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彭笑刚变更为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于泳。于泳通过控制鸿商集团持有本公司 12.79%的股份，于泳通过

鸿商集团控制的北京汇桥持有本公司 8.54%的股份。于泳合计控制公司 21.33%的股份，超过原实际控

制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由彭笑刚、高磊生变更为于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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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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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

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

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款项 1,299,759.46 -1,299,759.46 - 

合同负债 - 1,150,229.61 1,150,229.61 

其他流动负债 - 149,529.85 149,529.85 

（2）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1）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开始适用的时点 备注 

本公司原应收款项押金保证金和员工备用金组合及合

并范围内关联方往来款组合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0%，

账龄组合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1 年以内（含，下同），

计提比例为 0%；1-2 年，计提比例为 5%；2-3 年，计

提比例为 20%；3 年以上计提比例为 50%。为了更真

实、准确地反映公司应收款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决定变更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变更后所

有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1 年以内（含，下

同），计提比例为 5%；1-2 年，计提比例为 20%；2-3

年计提比例为 50%；3 年以上计提比例为 100%。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本次会计估计

变更采用未来

适用法 

2）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3、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公司于 2021 年度发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公司已对此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并对 2020 年

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申请挂牌公司、挂牌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主办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备  注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收账款 -2,743,148.15 - 

    其他应收款 -584,293.09 - 

2020 年度利润表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3,327,44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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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依法披露的信息，应当第一时间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公布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公司现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说明如下：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内容 

会计差错

更正的内

容 

处理程序 报表期间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

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股份支付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的议案 

2020年 1月 1日 
资本公积 42,626,500.00 

未分配利润 -42,626,500.00 

2020年 12月 31日 
资本公积 42,626,500.00 

未分配利润 -42,626,500.00 

经公司 2022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对上述会计差错进行

追溯调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相关规定，公司对上

述事项追溯调整了 2020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追溯调整对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产

生的影响列示如下： 

（一）2020 年度合并报表相关项目及影响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 月 1 日 

变更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资本公积 309,427,273.97 42,626,500.00 352,053,773.97 

未分配利润 -274,559,180.85 -42,626,500.00 -317,185,680.85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资本公积 492,737,336.72 42,626,500.00 535,363,836.72 

未分配利润 -289,482,751.55 -42,626,500.00 -332,109,251.55 

（二）2020 年度母公司报表相关项目及影响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 月 1 日 

变更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资本公积 309,427,273.97 42,626,500.00 352,053,773.97 

未分配利润 -181,710,427.36 -42,626,500.00 -224,336,927.36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资本公积 492,737,336.72 42,626,500.00 535,363,836.72 

未分配利润 -260,155,851.60 -42,626,500.00 -302,782,3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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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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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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公积 309,427,273.97 352,053,773.97 309,427,273.97 352,053,773.97 

未分配利润 -274,559,180.85 -317,185,680.85 -207,715,795.40 -250,342,295.40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20 年 1 月 17 日，公司与江苏西铭医药有限公司和路原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将持有

的北京纳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作价 2 元转让给对方，该项交易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经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事

项。明细情况如下： 

子公司 

名称 

股权处置 

价款 

股权处置 

比例(%) 

股权处置 

方式 

丧失控制 

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的确

定依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 

对应的合并财务报表 

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 

资产份额的差额 

北京纳晶生

物科技有限

公司 

2.00 100% 转让 2020.3.13 

与股权相关的权利义

务交接完毕且通过相

关的审议程序 

-2,231,147.70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纳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