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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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华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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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7年度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7,722,014.52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89,447,957.04 元，2017 年年末未分配利润

-81,725,752.52元。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3,750,890.64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23,562,226.52 元， 2017 年年末未分配利润

-209,811,335.88元。 

鉴于公司 2017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

会拟定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6  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是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新增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下属北京标准前锋商贸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未按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于

2015 年 6 月将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沙湾支行 2200 万元定期存单（6 个月）为成都傲骨

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借款 2000 万元进行了质押担保；于 2015 年 5 月将在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双流支行 2400 万元定期存单为成都德威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借款金额为 2300 万元提供了

质押担保。两笔存单于 2015 年 8 月被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冻结。 

公司于 2015 及 2016 年度已经分别按担保的金额全额预计了负债。北京标准前锋商贸有限公

司及其成都分公司被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双流支行和中国银行金牛支行起诉。2017



年 12 月，公司收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成民初字第 2863 号之一）

和民事裁定书（（2016）川 01 民初 126 号之一）：驳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牛支行的起诉；驳

回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双流支行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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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T前锋 600733 S前锋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允慧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吉庆三路333号蜀都中心2期1

栋3单元23层 

  

电话 028-69765187、010-53970788   

电子信箱 SS600733@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以房地产开发与销售为主营业务。公司已开发项目有“首汇观筑”、“首创十方界”两个商

品住宅，截止目前仅有少量车位尚未销售。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昊华公司“西彭地块”项目因

市场原因于 2015 年开始一直停工，2017 年项目重新启动，前期工作有序开展，截止目前已经重

新取得相关政府批文，预计将于 2018 年下半年开盘销售。 

2、报告期内，国家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基调，地方以城市群为调控，从传统

的需求商调整向供给侧增加进行转变，限购限贷限售叠加土拍收紧，供应结构优化，调控效果明

显，二三线城市去库存效果显著。房地产行业竞争加剧，龙头企业加速领跑，品牌企业销售持续

增长，中小企业市场份额有所下降，市场竞争压力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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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384,710,799.21 371,261,778.26 3.62 463,285,555.69 

营业收入 38,224,603.57 5,367,611.26 612.13 10,649,73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722,014.52 -33,402,099.37 123.12 -30,290,09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7,296,442.92 -14,191,741.93 48.59 -9,856,398.45 



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2,564,898.69 184,842,694.17 4.18 218,244,793.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7,308,624.68 -84,154,835.36 55.67 -21,379,603.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9 -0.169 123.12 -0.15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9 -0.169 123.12 -0.1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092 -16.573 增加20.67个百分点 -12.978 

报告期，公司销售存量房销售为主，因出售北京福景苑三套房产等原因导致公司非经常性损

益大幅增加导致，公司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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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2,862.07 165,629.02 11,893,990.58 16,152,12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9,751.49 -2,020,612.32 2,029,815.62 7,353,05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875,289.41 -2,228,042.25 -1,658,713.30 -1,534,397.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406,385.16 -726,865.79 4,248,628.60 -5,424,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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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股东总数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5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52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二) 截止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报告期内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股份 持有非流通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增减 (%) 类别 股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性质 

四川新泰克数字

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 

81,270,000 81,270,000 41.13 未流

通 

81,270,000 

无 

0 国 有 法

人 

四川青方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8,222,513 8,222,513 4.16 未流

通 

8,222,513 质押

或冻

结 

8,222,513 未知 

中国东方电气集

团有限公司 

4,050,000 4,050,000 2.05 未流

通 

4,050,000 
无 

0 未知 

成都龙泉金丰租

赁服务中心 

3,380,000 3,380,000 1.71 未流

通 

3,380,000 
无 

0 未知 

成都国光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2,835,000 2,835,000 1.43 未流

通 

2,835,000 
无 

0 未知 

成都城市燃气有

限责任公司 

2,700,000 2,700,000 1.37 未流

通 

2,700,000 
无 

0 未知 

吴德英 2,132,500 2,132,500 1.08 已流

通 

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西藏景琇投资有

限公司 

1,980,000 1,980,000 1.00 未流

通 

1,980,000 
无 

0 未知 

舒逸民 1,897,586 1,897,586 0.96 已流

通 

1,897,586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深业沙河（集团）

有限公司 

1,350,000 1,350,000 0.68 未流

通 

1,350,000 
无 

 未知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吴德英 2,132,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32,500 

舒逸民 1,897,586 人民币普通股 1,897,586 

宁波阳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阳翔二期证券投资基金 

942,200 人民币普通股 942,200 

徐亚萍 809,425 人民币普通股 809,425 

陈伟雄 635,340 人民币普通股 635,340 

罗亚乌 620,100 人民币普通股 620,100 

程永峰 523,819 人民币普通股 523,819 

代莎娜 431,464 人民币普通股 431,464 

叶卓强 409,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9,000 

安洪刚 396,900 人民币普通股 396,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为四川新泰克数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系本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本公司上述其余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除四川新泰克外，本公司未知其余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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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扭转公司亏损局面，2017年通过出售公司房产取得一定收益；为原间接控股股东提供资产咨询

服务并取得成效；利用公司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本报告期实现了扭亏

为盈。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38,224,603.57元，同比上涨 612.13%；实现利润总额 4，797，304.51 

元，同比增长 115.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22,014.52元，同比增涨 123.12%；



每股收益 0.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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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月 6日，公司八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根据财政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将原列

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处置非流动资产的利得和损失、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

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以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

益”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的影响为：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除此之外，本公司无需披露的会计政策变更事宜。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小灵、李小军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

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能够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四、监事会意见 

2018 年 2 月 6 日，公司八届十九次监事会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会议认

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要求，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该

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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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主体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 股 比 例

（%） 
表决权比例（%） 

重庆昊华置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70.00 70.00 

北京标准前锋商贸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80.00 80.00 

北京先达前锋咨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84.00 84.00 

四川首创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51.00 51.00 

四川首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80.00 80.00 

（2）本年与上年相比较，合并范围发生变动，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前锋（香港）

商贸有限公司完成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