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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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韩煦 出差 李民 

董事 潘笛 出差 戴稳胜 

董事 郭辉 出差 杨恒伟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

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

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二)、十二(三)和十三(三)3 所述，自 2018

年 6 月开始，熊猫金控公司下属的“银湖网”互联网金融借贷平台（以下简称银湖网平台）行业环

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增投资和债权转让速度大幅下降。为此，银湖网平台采取了各种措施予以

应对，并在 2019 年 4 月 3 日发布债权处理建议。根据该建议，银湖网平台自 2019 年 4 月起未来

24 个月内兑付出借人的本金，本金兑付后 9 个月内兑付利息，兑付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

到期还款资金、催收回款资金等。同时熊猫金控公司实际控制人赵伟平承诺对银湖网平台投资人

出借款产生的逾期和坏账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截至本审计报告出具日，赵伟平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熊猫金控公司的股票已全部质押，且正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涉嫌泄露内幕信息的调

查。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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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 2018 年度公司实现合并净利润

-61,354,487.58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5,038,643.95元。母公司本年度实现净

利润 50,593,075.02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26,979,496.60 元，减去 2018 年度提取盈余公积

5,059,307.50 元及股东分红 6,640,000.00 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65,873,264.12元。 

鉴于 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5,038,643.95 元，为保证公司业务正常开展，

并兼顾股东长远利益，根据《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建议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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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猫金控 600599 熊猫烟花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民 罗春艳 

办公地址 湖南省浏阳市浏阳大道271号 湖南省浏阳市浏阳大道271号 

电话 0731-83620963 0731-83620963 

电子信箱 600599@pandafireworks.com 600599@pandafireworks.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近年来，受各级政府限放禁放政策的限制、雾霾天气的肆虐等因素的影响，国内烟花市场需

求不断萎缩，影响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面对严峻的行业形势，公司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推动企

业转型升级，及时把握互联网金融新蓝海机遇，一方面对主营业务进行调整，陆续对烟花业务相

关资产进行处置，同时加大力度开拓互联网金融业务，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1、公司互联网金融业务运营模式： 

（1）“银湖网”采用 P2P 网贷的金融模式，通过撮合投资人与借款人在平台完成投资与借贷

行为，实现用户投资和融资的双向通道。 

（2）熊猫小贷主要为需要资金的企业或个人发放小额贷款。 

2、公司烟花业务运营模式： 

公司旗下烟花业务主要从事烟花爆竹销售。 

（二）行业情况说明 

自 2016 年 8 月 24 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暂行办法》以来，行业趋向合规的意愿和

速度都在加快。2018 年 4 月以来因流动性风险造成网贷行业频频“暴雷”，针对网贷行业“暴雷”

频发监管部门自 2018 年 8 月以来多次出台监管文件管控。8 月 13 日，全国 P2P 网络借贷风险专

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合规检查问题清单》，清单涉及 108

条；8 月 22 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向 P2P 网络借贷会员机构印发《关于开展 P2P 网络借贷机构

自律检查工作的通知》，启动了 P2P 网络借贷会员机构自律检查工作；8 月 24 日，北京金融局发

通知称，将开展 P2P 网络借贷机构自查、自律检查、行政核查；8 月 31 日，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

业协会发布公告，称将对北京市 P2P 网络借贷机构开展行业合规自律检查工作。2019 年 1 月初，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P2P 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各

省市互金整治小组办公室等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实 P2P 网络借贷合规检查及后续工作的通

知》（“1 号文”），规定完成行政核查的 P2P 平台，需逐步完成实时数据接入，同时明确了两个“三

降”：一是辖区内 P2P 平台总数、业务总规模、投资人数降低，二是每家 P2P 平台投资者数量、

业务规模以及借款人数降低；自 2018 年 9 月至今，P2P 网络借贷行业的经营环境持续恶化，市场

悲观情绪不断扩大；1 月 25 日，北京市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公告，

要求在行政核查期间，P2P 网贷机构应继续严格执行“三降”（出借人人数、业务规模、借款人人

数）。 

据网贷之家统计，2018 年全年 P2P 网贷行业成交量相比 2017 年减少了 36.01%，P2P 网贷行

业总体贷款余额也下降至 7,889.65 亿元，同比 2017 年下降了 24.27%。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正

常运营平台数量 1,021 家，相比 2017 年底减少了 1,21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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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2,179,601.79 1,269,425,415.65 -25.78 1,195,849,080.90 

营业收入 283,220,821.58 342,995,588.77 -17.43 334,205,13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5,038,643.95 20,056,760.44 -374.41 20,714,38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5,784,378.76 -13,484,336.81  37,681,90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71,896,671.65 723,694,055.60 -7.16 713,597,295.1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3,960,528.40 175,671,497.04 -210.41 -60,415,813.6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3 0.12 -375.00 0.1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3 0.12 -375.00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95 2.79 -10.7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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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63,296.68 83,496,510.06 66,016,475.98 63,944,53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062,849.13 -10,034,074.05 -29,367,337.71 -28,700,08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4,099,205.95 14,602,358.53 -16,851,298.13 -37,634,64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8,976,102.67 34,070,506.16 -69,975,543.33 920,6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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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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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载县银河湾投资有

限公司 
 40,000,000 24.10  质押 40,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银河湾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 
 30,382,340 18.30  质押 30,382,34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霍尔果斯华海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7,515,000 4.53  未知  未知 

陈建根  7,300,454 4.4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楼国英  5,438,300 3.28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广州众群科技有限公

司 
 5,306,016 3.20  未知  未知 

赵伟平  3,642,489 2.19  质押 3,642,489 
境内自

然人 

王建淼  2,137,265 1.29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何伟芳  1,927,209 1.16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华润信托·润

之信 87期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871,744 1.13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银河湾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与万载县银河湾投资有限公

司同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赵伟平。赵伟平持有万载县银河湾投资有限公

司 70%股份，持有银河湾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92.5%股份。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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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3亿元，同比下降 17.43%；2018年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

润为-5503.86万元，较去年下降 374.41%。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9.42亿元，

较年初下降 25.78%；归属于上市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6.72亿元，较年初下降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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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月 15日，财政部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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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会[2018]15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按照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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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财

务报表。 

2、财政部于 2017 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

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第 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 2018年 1

月 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 2018年度财务报表无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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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熊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资本)、江西熊猫烟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

熊猫）和银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湖网)等 20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详

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