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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2018年度母公司实现税后净

利润-9,919,676.92 元,，加上上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528,878,290.54 元后，本期可供股东分

配利润为-538,797,967.46 元。公司董事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

定，拟定 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山东金泰 600385 山东金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继座 刘芃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洪楼西路29号 山东省济南市洪楼西路29号 

电话 0531-88902341 0531-88902341 

电子信箱 jtjt-jn@263.net jtjt-jn@263.net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房屋出租业务，经营模式为提供互

联网接入服务收取服务费及出租房屋收取租金；报告期内，受国际黄金价格波动较大影响，基于

风险控制，公司未开展黄金珠宝贸易业务。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16年 

总资产 166,968,583.80 166,797,074.16 0.10 182,428,328.51 

营业收入 5,453,254.01 24,856,860.66 -78.06 289,949,15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59,795.93 -6,365,793.07   2,332,99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62,168.61 -2,338,255.93   6,052,35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9,676,097.61 63,565,764.58 -6.12 78,907,124.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11,060.21 -3,366,327.71 81.53 -1,144,880.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4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4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9 -8.94 

减少

7.55个

百分点 

3.1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182,328.33 620,330.41 2,376,511.31 1,274,08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61,029.55 -3,135,697.93 -2,108,576.88 -2,754,49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98,711.53 -2,093,425.24 -985,992.14 -1,584,039.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2,846.48 -4,444,311.48 1,034,817.60 -1,588,719.8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17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726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数

量 



状

态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 
  25,743,813 17.38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杭州纯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纯

阳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5,458,035 15,458,035 10.44   无  其他 

北京盈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1,550,060 7.8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中潞福银投资有限公司－中

潞壹号证券投资基金 
7,380,000 7,380,000 4.98   无  其他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7,349,483 4.96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333,334 3.60 5,333,334 无  国有法人 

陆健 963,600 4,668,600 3.15   无  境内自然人 

吴少群 141,601 3,067,705 2.07   无  境内自然人 

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1.35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方敏 1,832,073 1,832,073 1.24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是北京新恒

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间未获

知存在关联关系。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5.33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2,485.69 万元下降 78.06％；营

业利润为-568.73 万元，上年同期营业利润为-157.7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015.98万元，上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36.58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 2018年 6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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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适用于 2018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将原“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及“其他

应收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及“在建工程”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归并

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

款”；将原“长期应付款”及“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目分

拆“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细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

入”明细项目列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对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相关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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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财会（2018）

15 号）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23,639.99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923,639.99  

其他应付款 983,649.69 

应付股利 -983,649.69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济南恒基投资有限公司 

济南恒基大药房有限公司 

济南恒基永康医药有限公司 

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 

HUAXIA TRADING LTD 

中云（北京）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中云数字有限公司 

济南金泰珠宝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