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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徐成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家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常

珍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51,734,223.97 151,966,772.41 -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1,209,671.45 61,266,418.78 -0.0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3,910.24 65,859.16 -2.9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74,587.46 1,653,192.09 -4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6,747.33 -364,466.48 8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6,747.33 -364,466.48 84.4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09 -0.72 增加 0.6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 -0.002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0 -0.002 10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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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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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34,19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徐诚东 64,640,000 28.83 0 质押 42,640,000 
境内自然

人 

杜永斌 5,570,000 2.49 0 未知  未知 

辛玲 4,947,700 2.21 0 未知  未知 

苏州华成投资有限公

司 
2,680,000 1.20 0 未知  未知 

毕坤 2,586,200 1.15 0 未知  未知 

上海梁地置业有限公

司 
2,332,398 1.04 0 未知  未知 

徐纪学 1,495,280 0.67 0 未知  未知 

吴卫红 1,300,000 0.58 0 未知  未知 

俞雄华 1,030,000 0.46 0 未知  未知 

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1,000,000 0.45 0 冻结 1,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徐诚东 64,6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640,000 

杜永斌 5,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70,000 

辛玲 4,947,700 人民币普通股 4,947,700 

苏州华成投资有限公司 2,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0,000 

毕坤 2,586,200 人民币普通股 2,586,200 

上海梁地置业有限公司 2,332,398 人民币普通股 2,332,398 

徐纪学 1,495,280 人民币普通股 1,495,280 

吴卫红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俞雄华 1,0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0,000 

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公司大股东徐诚东先生是园城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徐诚惠先生同胞兄长。徐诚东先

生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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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874,587.46     1,653,192.09  -47.10% 合并范围变化，减少子

公司所致 

营业成本      74,788.00       538,397.47  -86.11% 合并范围变化，减少子

公司所致 

管理费用    774,756.36     1,123,131.04  -31.02% 合并范围变化，减少子

公司所致 

财务费用      1,600.15       274,567.58  -99.42% 本期减少主要系借款本

金减少，利息减少 

（2）现金流量表

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51,028.66 -33,000.00 

-2478.87% 本期筹资活动无新增、

净偿还债务增加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20年3月24日，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及其他议案，同日

公司发布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预案》，详见公司

2020年3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披

露的公司公告。 

2020年4月3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318号），

公司于4月23日回复了该问询函。详见公司2020-017号公司公告。 

公司本次重组的其他相关进展情况详见公司2020-018号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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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徐成义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