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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7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2019-029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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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亦有详

细说明，请投资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全新好 股票代码 0000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伟彬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康路 8 号理想

时代大厦 6 楼 
 

传真 0755-83281722  

电话 0755-83280053  

电子信箱 867904718@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及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润、净利润的同比变动情况及其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报告期 上一报告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42,443,842.10 39,644,011.95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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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12,998,860.14  12,308,120.05 5.61%  

营业利润  -52,647,187.93  6,651,055.03 -891.56 主要为本期证券投资亏损及计提资产减值所

致。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96,212,068.92 16,453,651.05 -1,292.51% 主要为本期对可能发生的诉讼赔付计提预计负

债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主要因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仍为物业管

理、停车场经营、房屋租赁等业务，该块业务经营较为稳定，公司新涉足的投资管理、信息技术服务业尚

在投入阶段，未能给公司创造收入。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244.38万元，较上年同期3，964.40万元增加279.98万元，增幅7.06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4，036.70万元较上年同期3，432.84万元增加603.86万元，增幅17.59%，营业成本

1299.89万元较上年同期报1230.81万元增加69.08万元，增幅5.61%。总体来看，公司物业管理、停车场经

营、房屋租赁业经营趋稳，稳中有升。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稳定运行，营业利润同比大幅下滑主要因本期证券投资亏损及计提资产减值

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主要因公司本期对可能发生的诉讼赔付计提预计负债所

致。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推进产业战略转型，通过全资子公司联合金控相关业务的拓展和实践，正逐步

构建涵盖金融信息咨询、创业投资、金融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及信息技术服务等多元化现代投资服

务平台，努力培育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同时公司大力推动现金收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之优质资产的对外

投资和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完成的主要工作有：（1）公司与关联方及专业机构合作设立的产业并购基金—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佳杉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收购了明亚保险经纪66.67%股权后，明亚保险

经纪经营业绩高速增长，体现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创收能力，为此公司在2018年9月通过与关联方的关联

交易增加了在合伙企业的合伙份额，为公司推进产业战略转型打下基础；（2）持续推动以现金收购港澳资

讯部分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以进一步推动公司的产业战略转型和升级，目前重组工作因市场环境变

化和监管调整而终止。 

今后我们将以全力配合深圳证监局对公司的立案调查工作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内部整合力度，查漏补

缺，彻底甩掉历史包袱，夯基固本，恢复和利用好上市公司融资平台功能，加大对优质资产收购兼并，加

速公司在主营业务方面的全面转型，改变主营业务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提高资产运行质量和效

益，有准备地迎接机遇、挑战困难，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42,443,842.10 39,644,011.95 7.06% 38,860,39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212,068.92 16,453,651.05 -1,292.51% 78,019,02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603,413.27 -2,992,092.93  -15,550,283.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74,171.30 2,266,984.58 -403.23% -24,156,891.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05 -1,240.00% 0.22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0.05 -1,240.00% 0.22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94% 4.34% -72.28% 19.1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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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385,709,995.47 442,675,592.96 -12.87% 514,367,69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0,712,228.15 386,924,297.07 -50.71% 370,470,646.0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698,817.44 11,693,714.83 9,869,023.09 10,182,28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34,862.81 -3,332,488.17 2,406,713.29 -187,551,43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1,581.40 7,294,229.32 2,280,797.26 -33,686,858.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9,839.58 -1,322,420.84 -401,435.28 -720,475.6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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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2,95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5,16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汉富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65% 

75,000,12

7 
 质押 35,000,000 

深圳市博恒

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82% 

37,500,00

0 
37,500,000   

陈卓婷 
境内自然

人 
3.89% 

13,493,87

2 
   

#北京朴和恒

丰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6% 8,170,011    

北京电子城

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4% 3,615,000    

阳德惠 境外法人 0.70% 2,436,100    

广州博融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68% 2,346,504    

欣平 
境内自然

人 
0.61% 2,110,401    

王晓峰 境外法人 0.61% 2,097,232    

#王坚宏 
境内自然

人 
0.58% 2,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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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汉富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前十大股东中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广州博

融所持全新好股份对应表决权已全部委托给前海全新好（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吴日松、陈

卓婷夫妇）行使，陈卓婷女士本人为公司第 4 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除此外，陈卓婷夫

妇与前十大股东中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王昕与北京朴和恒丰投资有限公

司为一致行动人。其余股东之间未进行询证，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汉富控股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中有 30,000,000 股公司股份、北京朴和恒丰投资有限公司

所持 8,170,011 股公司股份、股东王坚宏所持 2,002,200 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融资融券业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及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润、净利润的同比变动情况及其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报告期 上一报告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42,443,842.10 39,644,011.95 7.06%  

营业成本  12,998,860.14  12,308,120.05 5.61%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营业利润  -52,647,187.93  6,651,055.03 -891.56 主要为本期证券投资亏损及计提资产减值所

致。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96,212,068.92 16,453,651.05 -1,292.51% 主要为本期对可能发生的诉讼赔付计提预计负

债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主要因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仍为物业管

理、停车场经营、房屋租赁等业务，该块业务经营较为稳定，公司新涉足的投资管理、信息技术服务业尚

在投入阶段，未能给公司创造收入。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244.38万元，较上年同期3，964.40万元增加279.98万元，增幅7.06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4，036.70万元较上年同期3，432.84万元增加603.86万元，增幅17.59%，营业成本

1299.89万元较上年同期报1230.81万元增加69.08万元，增幅5.61%。总体来看，公司物业管理、停车场经

营、房屋租赁业经营趋稳，稳中有升。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稳定运行，营业利润同比大幅下滑主要因本期证券投资亏损及计提资产减值

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主要因公司本期对可能发生的诉讼赔付计提预计负债所

致。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推进产业战略转型，通过全资子公司联合金控相关业务的拓展和实践，正逐步

构建涵盖金融信息咨询、创业投资、金融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及信息技术服务等多元化现代投资服

务平台，努力培育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同时公司大力推动现金收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之优质资产的对外

投资和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完成的主要工作有：（1）公司与关联方及专业机构合作设立的产业并购基金—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佳杉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收购了明亚保险经纪66.67%股权后，明亚保险

经纪经营业绩高速增长，体现了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创收能力，为此公司在2018年9月通过与关联方的关联

交易增加了在合伙企业的合伙份额，为公司推进产业战略转型打下基础；（2）持续推动以现金收购港澳资

讯部分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以进一步推动公司的产业战略转型和升级，目前重组工作因市场环境变

化和监管调整而终止。 

今后我们将以全力配合深圳证监局对公司的立案调查工作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内部整合力度，查漏补

缺，彻底甩掉历史包袱，夯基固本，恢复和利用好上市公司融资平台功能，加大对优质资产收购兼并，加

速公司在主营业务方面的全面转型，改变主营业务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提高资产运行质量和效

益，有准备地迎接机遇、挑战困难，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物业管理及停

车费 
20,497,535.71 9,265,476.33 45.20% 6.68% 5.87% 0.42% 

房屋租赁 19,869,435.36 18,102,634.60 91.11% 31.46% 4.02% 2.3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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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等指标本期较上

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本期对可能发生的诉讼赔付计提了预计负债2.78亿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变更日期   

2017年，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2、2018年6月15日 ，财政部下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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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根据相关要求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

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进行修订。 

按照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及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

变更。 

（二） 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1、新金融工具准则部分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

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

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

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

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

的风险管理活动。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无需追溯调整前期可比数。公司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

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2018年可比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2、财务报表列报部分  

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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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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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

则的企业）调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收款”项目中列报； 

（3）原“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并入“固定资产”项目中列报； 

（4）原“工程物资”项目并入“在建工程”项目中列报；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项目并入“其他应付款”项目中列报； 

（7）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并入 “长期应付款”项目中列报；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

用”项目；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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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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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根据上述列报要求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期间数据，导致本期财务报表和比较期间

原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列报内容不同，对上年合并报表相关项目重述调整如下： 

序号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金额 

增加+/减少- 

1 应付账款 -5,626,654.6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626,654.69 

2 管理费用 -3,285,111.77 

研发费用 3,285,111.77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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