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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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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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945,240.71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426,198,268.50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416,253,0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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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不进行利

润分配，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不分红利，不送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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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华嵘 600421 ST仰帆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帅曲 陈秀娟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

355号光谷新世界中心T1座2909室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355

号光谷新世界中心T1座2909室 

电话 027-87654767 027-87654767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0 年度，公司业务主体为持股 51%的子公司浙江庄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的主要产

品包括建筑 PC 构件所配套的模具、模台以及各类工装货架。报告期内，该公司抓住建筑产业化

的发展契机，集中资源和力量加快发展模具、模台业务，主动适应市场变化，稳定模台业务，提



升模具产能，加大新业务和新市场领域的拓展力度，稳步提高业务承接量，采取多种措施实现经

营业务的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合并实现营业总收入 14,018.85 万元，净利润 1,540.80 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94.5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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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21,397,457.22 119,590,562.34 1.51 46,464,616.19 

营业收入 140,188,499.49 23,267,767.22 502.50 1,002,704.24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136,297,610.20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945,240.71 3,263,817.98 204.71 -8,930,01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98,916.82 -7,073,257.30   -8,653,48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6,126,365.87 25,208,641.41 43.31 2,132,425.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1,692,194.55 6,097,925.24 -619.72 -54,324.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2 150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2 150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43 60.27 减少26.84

个百分点 

-58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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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25,464.90 38,858,025.26 33,121,170.07 52,983,83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53,618.37 -902,053.79 63,538.99 11,737,37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335,394.17 -425,223.41 27,660.83 -2,565,960.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474,229.93 -4,341,615.64 237,897.54 -6,114,2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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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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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数量 

浙江恒顺投资有

限公司 

0 38,136,775 19.50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武汉新一代科技

有限公司 

0 34,234,261 17.50 0 质押 34,234,261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天纪投资有

限公司 

0 24,381,487 12.46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蔡守平 0 7,994,729 4.09 0 质押 7,994,729 境内自然

人 

李焕云 70,891 3,305,900 1.69 0 未知 0 未知 

曹颖杰 0 2,668,606 1.36 0 未知 0 未知 

薛申 376,500 2,395,672 1.22 0 未知 0 未知 

黄幼凤 0 1,591,855 0.81 0 未知 0 未知 

孙国钢 0 1,509,202 0.77 0 未知 0 未知 

晋坚宏 5,100 1,353,984 0.69 0 未知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与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均为中天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构成一致行动人； 

2、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与蔡守平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知情范围内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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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合并实现营业总收入 14,018.85 万元，净利润 1,540.80万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94.5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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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 

2017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修

订前的收入准则简称“原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

（或事项）增加了更多的指引。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上述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

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

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

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除了提供了更广泛的收入交易的披露外，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当期期初的留存收益金额未

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影响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2020 年 1 月 1 日 

应收账款 32,100,448.94 -3,551,502.27 28,548,946.67 

合同资产  3,551,502.27 3,551,502.27 

预收款项  1,351,867.55   -1,351,867.55   

合同负债   1,196,342.96   1,196,342.96  

其他流动负债   155,524.59   155,524.59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当期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  目 
新收入准则下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原收入准则下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应收账款 46,861,827.80 51,941,653.17 

合同资产 5,079,825.37  

预收款项  4,758,662.34 



合同负债 4,211,205.61  

其他流动负债 8,629,068.73 8,081,612.00 

合并利润表 

项  目 
新收入准则下 

2020 年度发生额 

原收入准则下 

2020 年度发生额 

营业收入  140,188,499.49  140,188,4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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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浙江庄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庄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