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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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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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 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56,897.10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82,652,919.87 元，2019 年末未分配利润为-175,096,022.77

元。由于公司 2019 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未能达到现金分红要求，因此，公司 2019 年度不

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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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汇丽B 90093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詹琳 江红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横桥路406号1

幢213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横

桥路406号1幢213室 

电话 021-58138717 021-58138717 

电子信箱 stock@huili.com stock@huil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原有业务应属装饰建材行业，经过持续多年对历史投资的亏损企业进行停产、资产清理

或关闭清算后，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自有厂房租赁。虽然公司近年来尝试开展国

际贸易及水产业务，但相关业务受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影响巨大，均未能达到预期规模。尽管现有

租赁业务收益稳定、风险可控，受市场及行业波动的影响小，但因其业务体量太小、地位不突出，

无法成为公司真正意义上的主营业务。 

目前公司无法清晰定义明确的行业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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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05,914,103.51 99,021,404.80 6.96 96,275,389.27 

营业收入 12,115,202.91 13,166,153.13 -7.98 12,247,06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556,897.10 1,361,224.47 455.15 4,352,26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065,144.12 -1,413,743.50   610,94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0,272,529.50 72,696,093.53 10.42 71,274,668.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722,764.05 8,505,242.64 -20.96 5,925,174.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16 0.0075 454.67 0.02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16 0.0075 454.67 0.02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88 1.89 增加7.99个百

分点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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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3,324.65 2,745,837.58 2,333,456.14 4,292,58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528.23 2,305,942.80 2,107,735.23 2,933,69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4,055.38 2,295,664.23 1,364,204.06 2,549,331.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1,560.18 1,811,702.55 1,166,039.85 3,073,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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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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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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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份类

别 

持有非流

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上海汇丽集团

有限公司 

  51,989,300 28.64 未流通 51,989,3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信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 

  9,897,800 5.45 未流通 9,897,80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通用技术

（集团）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9,897,800 5.45 未流通 9,897,80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浦东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7,260,000 4.00 未流通 7,260,00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市浦东新

区国有（集体）

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6,969,600 3.84 未流通 6,969,60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 

  6,964,100 3.84 未流通 6,964,100 无   国有法人 

黄春辉   1,445,800 0.80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庄名道   870,765 0.48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王文翔 90,000 720,000 0.40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交银国际证券

有限公司 

-600 710,066 0.39 已流通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海浦东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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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11.52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7.98%；营业成本 146.85 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65.36%；营业利润 938.6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96.86%；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55.6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55.15%。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10,591.4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222.03 万元，归属于

公司的股东权益为 8,0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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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 31 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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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5 月

2 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系列

准则”），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公司为境内上市企业，根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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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

行。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规定，于准则施行日，对金融工具进行以下调整： 

1） 本公司将以前年度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权益投资重新分类为不可撤销地指定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 本公司将以前年度分类为其他流动资产的金融工具重新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 

3） 本公司根据“预期信用损失法”对金融工具的减值情况进行了评估，经本公司评估，新金

融工具准则要求下的预期信用损失法对本年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所列示的金额或披露并无重大影

响。 

4） 详见 2019 年 4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的临 2019-005、临 2019-008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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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公司、子公司上海中远汇丽建材有限公司、子公司上海汇丽地板制

品有限公司及子公司香港汇丽控股有限公司。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无变化。 

 

董事长：程光 

上海汇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