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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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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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聘任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8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56,300,512.45 元；公司本部 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为-47,315,477.81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

润 152,194,056.58元，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0元，扣除 2017年度分红 6,957,177.50元，实际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97,921,401.27元。       

综合考虑公司的发展现状和资金需求情况，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

不送股、不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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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达创业 600647  ST同达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薛玉宝 周亮 

办公地址 上海浦东商城路660号乐凯大厦21楼 上海浦东商城路660号乐凯

大厦21楼 

电话 021-68871928;021-61638809 021-61638853 

电子信箱 xueyb@126.com zhouliang@cinda.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所属行业为批发业，2018 年度实现各项收入 2040 万元，其中同达贸易实现销售收入 610

万元，广州德裕实现销售收入 1198 万元，经营性物业实现租金收入 232 万元。 

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为投资与资产管理业务。 

2018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同达贸易和广州德裕销售收入及公司经营性物业租金收



入。 

行业情况说明： 

同达贸易由于前期代理品种经销权终止，销售收入出现大幅下降。 

快速消费品行业市场集中度低，竞争激烈，企业数量众多，市场需求变化快，受季节、节假

日影响大，产品种类繁多，销售渠道庞大，销售环节复杂，终端零售商对业务响应速度有着很高

的要求，同时对质量管理、批号管理、有效期管理、配送的及时准确性要求很高。目前，由于互

联网购渠道的快速发展，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2019 年同达贸易将积极开拓新业务，保障公司持

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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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925,724.02 550,978,717.62 -13.98 605,458,001.01 

营业收入 20,396,701.82 23,686,746.76 -13.89 75,600,12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6,300,512.45 11,138,676.98 -605.45 80,612,16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1,803,178.03 10,869,338.95 -668.60 -4,394,33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68,917,266.91 332,174,956.86 -19.04 376,771,846.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728,125.48 -15,006,668.70   7,613,905.8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046 0.0801 -605.12 0.579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046 0.0801 -605.12 0.57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8.73 3.11 减少21.84个百分

点 

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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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6,579.12 1,414,585.90 1,229,581.03 2,945,95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155,541.63 -22,374,441.17 -14,823,289.89 -23,258,32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969,473.59 -23,041,043.36 -16,570,338.54 -23,161,269.72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61,570.76 -4,825,821.60 -2,314,787.89 -1,149,08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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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9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72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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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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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56,606,455.00 40.68   无   国有法人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一号 

  5,348,153.00 3.84   未知   未知 

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2,457,000.00 1.77   未知   未知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

易专用证券账户 

  1,900,000.00 1.37   未知   未知 

李健   1,765,400.00 1.2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齐广胜   1,330,000.00 0.9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陶颖艳   1,180,000.00 0.8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卓桂兰   1,081,400.00 0.7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涛   1,000,800.00 0.7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孟宪慧   900,100.00 0.6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有何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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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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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该项变动为公司 2018年度亏损较大的主要原

因。 

报告期内，公司存量资产的经营情况如下： 

1.同达贸易 

同达贸易 2018年全年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610万元。 

2.广州德裕 

广州德裕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1,224万元。 



3. 新亚快餐 

2018年新亚快餐四平路店面、玉嘉大厦出租等合计实现收入 65万元，实现净利润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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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 

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

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

具准则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

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

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

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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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

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与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 

1.1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前后金融资产确认和计量对比表 

金融资产类

别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 2018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190,227,368.4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90,227,368.4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0.00 



1.2 首次执行日，金融工具分类和账面价值调节表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

量 

2018 年 1 月 1 日 

（变更后）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0.00 190,227,368.47 0.00 190,227,368.4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90,227,368.47 -190,227,368.47 0.00 0.00 

所有者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18,074,436.74 18,074,436.74 0.00 0.00 

未分配利润 179,691,899.09 -18,074,436.74 0.00 161,617,462.35 

②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

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收入

准则。 

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

时间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为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据

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本公司选择仅对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

以及对于最早可比期间期初（即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前或 2018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

予以简化处理，即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

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

执行当期期初（即 2018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 2017 年度财

务报表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未对公司期初及可比期间数据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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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