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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7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2016—065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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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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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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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华强北路现代之窗大厦 A 座 26

楼 
 

传真 0755-83281722  

电话 0755-83280053  

电子信箱 867904718@qq.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度下滑，主要是因商品贸易业（钛矿产品）的完全终止以及旅游

饮食业的逐步退出所致，总体情况如下：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896.1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913.64万元，减幅50.04 %。报告

期内,因旅游饮食业涉及的两家酒店持续亏损且呈扩大趋势,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9月出售了深圳市格兰

德酒店有限公司100%股权、厦门亚洲海湾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0%股权,导致旅游饮食业收入出现大幅下

滑，实现销售收入为6,060.01万元，减幅28%；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和房屋租赁业实现营业收入3,263.17

万元，较上年同期3,661.91万元减少约398.74万元，减幅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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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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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98,961,463.99 198,097,861.71 -50.04% 214,348,53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96,195.46 -30,193,896.42  23,267,53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564,615.76 -26,960,632.70  -27,073,711.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362,776.57 12,598,695.32 1,784.03% 192,861,000.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3  0.1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3  0.1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7% -8.61%  7.42%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3 年末 

总资产 480,364,514.33 680,925,246.96 -29.45% 657,511,92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9,207,911.60 354,899,823.71 4.03% 346,990,3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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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57,360.07 58,415,469.31 89,417,961.54 98,961,46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66,348.34 -7,442,140.89 -11,685,449.29 13,996,19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58,030.12 -10,717,278.99 -12,657,878.06 11,564,615.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94,816.38 63,511,881.16 49,049,403.34 237,362,77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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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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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5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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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博融投 境内非国 15.17% 35,031,22 0 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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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有限公司 有法人 6 冻结  

练卫飞 
境内自然

人 
10.82% 

25,000,00

0 
25,000,000 

质押 25,000,000 

冻结 25,000,000 

深圳前海圆

融通达投资

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5.02% 
11,603,18

1 
0   

陈卓婷 
境内自然

人 
3.07% 7,087,715 0   

北京电子城

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6% 3,830,000 0   

中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0% 2,313,000 0   

曾雪娟 
境内自然

人 
0.74% 1,711,500 0   

欣平 
境内自然

人 
0.64% 1,470,001 0   

王坚宏 
境内自然

人 
0.62% 1,433,900 0   

王晓峰 
境内自然

人 
0.60% 1,379,88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根据对控股股东全新好投资和吴日松先生、陈卓婷女士以及广州博融和练卫飞先生的询证，

前 10 名股东中第二大股东练卫飞先生为第一大股东广州博融的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同时因广州博融和练卫飞先生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分别将所持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

给全新好投资，吴日松先生、陈卓婷女士共同成为公司新的实际控制人，因此陈卓婷女士

与广州博融、练卫飞先生存在关联关系。陈卓婷与上述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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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王坚宏先生所持 1,433,900 股公司股份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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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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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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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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61,463.99 198,097,861.71 -50.04% 本期转让厦门酒店及格兰德酒店所致 

营业利润 12,616,654.84 -28,744,452.66  主要为转让厦门酒店投资管理公司收益所

致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996,195.46  -30,193,896.42  主要为转让厦门酒店投资管理公司收益所

致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度下滑，主要是因商品贸易业（钛矿产品）的完全终止以及旅游

饮食业的逐步退出所致，总体情况如下：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896.1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913.64万元，减幅50.04 %。报告

期内,因旅游饮食业涉及的两家酒店持续亏损且呈扩大趋势,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9月出售了深圳市格兰

德酒店有限公司100%股权、厦门亚洲海湾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0%股权,导致旅游饮食业收入出现大幅下

滑，实现销售收入为6,060.01万元，减幅28%；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和房屋租赁业实现营业收入3,263.17

万元，较上年同期3,661.91万元减少约398.74万元，减幅10.89%。 

    2015年度，公司营业利润和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均实现扭亏为盈，主要是因转让厦门酒店投资管理公司

股权收益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旅游饮食业、物业管理和房屋租赁业及停车场经营等，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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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饮食业主要为格兰德假日酒店、厦门亚洲海湾大酒店为主导的酒店经营。旅游饮食业是个充分竞

争的行业，近几年两座酒店附近同类或更高档酒店不断涌现，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

调整、后续投入的乏力以及经营环境的恶化，公司旅游饮食业下滑趋势难以遏制，亏损日益扩大。为减轻

公司经营压力，公司董事会分别于2015年6月、9月转让了两家酒店股权，退出旅游饮食业。 

物业管理和停车场经营一直是公司经营状况较为稳定的业务，但在本报告期内因自有物业的萎缩和华强北

修地铁等不利外部环境的影响，经营出现一定下滑。报告期内公司物业管理、停车经营和房屋租赁收入为

32,631,664.07元，较上期36,619,071.23元下滑10.89%，营业成本较上期相应下降，减幅为15.27%。物业

管理、停车场经营和房屋租赁业经营出现一定主要因华强北修地铁以及业态的改变导致房屋租赁价格和出

租率均受到一定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问题是体量小、基础弱、没有突出的主营产业，盈利能力不强，未形成有效的核

心竞争力，抵御和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有限。可喜的是，经过公司上下的共同努力，特别是股东层面的全

力配合，公司在2015年全面解决了累积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为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平台的融资功能，进一

步推进产业转型和升级，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打下了基础。为此，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启动了增资

扩股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2015年12月启动了并购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全面转型向互联网·金融·投

资等现代新兴产业发展，公司正逐步形成具有金融信息咨询、创业投资、金融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互联网云计算量化策略自动交易平台以及互联网金融数据信息服务等多元化现代金融投资服务载体，为各

类投资者提供优质的金融投资服务，不断推进公司的资产重组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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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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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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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报告期 上一报告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98,961,463.99 198,097,861.71 -50.04% 本期转让厦门酒店及格兰德酒店所致 

营业成本 21,638,622.82  95,179,008.51  -77.27% 本期转让厦门酒店及格兰德酒店所致。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996,195.46  -30,193,896.42 141.93% 主要为转让厦门酒店投资管理公司收益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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