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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补充内容不涉及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及财务数据，补充后的

数据对上市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等财务数据无影响。 

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公司《2020 年年

度报告》（公告编号：2021-008 号），经事后审查，发现其中“第六节股份变

动及股东情况”之 “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之 “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

况”（第 47页至第 49页）、“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

计估计”之“10.金融工具”之“5.金融工具减值（2）按组合评估预期信用风险

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金融工具”、（3）按组合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款项

及合同资产”（第 92页至第 93页）、“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十“与金融工

具相关的风险”之 “（二）流动性风险”之“金融负债按剩余到期日分类”（第

161页至第 162页）。因系统文件格式转换问题，导致部分表格信息在对外披露

的 PDF 文件中有缺失，现补充如下： 

一、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补充前为空白。 

补充后：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4,828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上一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4,651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参见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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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参

见注 9）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图宏阳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8% 42,432,000 1,747,200 0 42,432,000 质押 14,144,000 

车璐 境内自然人 21.95% 30,964,561 12,750,113 23,223,421 7,741,140   

天津原动

力企业管

理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5% 9,945,000 4,095,000 0 9,945,000   

袁歆  境内自然人 6.22% 8,774,550 3,613,050 0 8,774,550   

张鹏  境内自然人 4.23% 5,967,000 2,457,000 4,475,250 1,491,750   

文学军

  
境内自然人 3.53% 4,972,500 2,047,500 3,729,375 1,243,125   

周雪琴

  
境内自然人 1.28% 1,810,418 1,488,418  1,810,418   

陈胤延

  
境内自然人 0.73% 1,033,421 1,033,421  1,033,421   

俞连东

  
境内自然人 0.42% 588,690 -218,010  588,690   

陈运强

  
境内自然人 0.41% 581,600 581,600  581,6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

配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

的情况（如有）（参见注 4）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除华图投资、车璐、袁歆、天津原动力、张鹏、

文学军外）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上述股东涉及委托/受托表

决权、放弃表决权情况的说

明 

袁歆、天津原动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袁歆、车璐各持股 50%，以下简称“天津原动

力”）和华图投资签署《表决权放弃协议》，袁歆、天津原动力将就该等放弃事宜作出不

可撤销的公开承诺，袁歆放弃上市公司 6.20%股份的表决权，天津原动力放弃上市公司 

7.03%股份的表决权。报告期内，公司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规定“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公司

回购股份 560,900 股，不参与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导致袁歆放弃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的

比例被动增加为 6.22%，天津原动力放弃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的比例被动增加为 7.0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图宏阳投资有限公司 42,432,000 
人民币普通

股 
42,432,000 

天津原动力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9,945,000 

人民币普通

股 
9,945,000 

袁歆  8,774,550 
人民币普通

股 
8,774,550 



车璐  7,741,140 
人民币普通

股 
7,741,140 

周雪琴  1,810,418 
人民币普通

股 
1,810,418 

张鹏  1,491,750 
人民币普通

股 
1,491,750 

文学军  1,243,125 
人民币普通

股 
1,243,125 

陈胤延  1,033,421 
人民币普通

股 
1,033,421 

俞连东  588,690 
人民币普通

股 
588,690 

陈运强  581,600 
人民币普通

股 
581,6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

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

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

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除华图投资、车璐、袁歆、天津原动力、张鹏、

文学军外）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参见注 5） 

1、股东天津原动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00,000 股； 

2、股东陈胤延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33,421 股。 

 

二、按组合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金融工具、按组合计量预

期信用损失的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补充前为空白。 

补充后：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其他应收款——应收押金保证金组合 

款项性质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

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

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其他应收款——应收备用金组合 

其他应收款——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 

其他应收款——其他 

长期应收款 

(3) 按组合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 

1) 具体组合及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项  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应收商业承兑汇票 
票据类型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

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

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 

应收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 合并范围内应收关联方款项 

应收账款——账龄分析组合 账龄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

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

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

算预期信用损失 

 

三、金融负债按剩余到期日分类补充前为空白。 

补充后： 

项  目 
期末数 

账面价值 未折现合同金额 1年以内 1-3年 3年以上 

应付账款 10,015,671.19 10,015,671.19 10,015,671.19     

其他应付款 919,038.67 919,038.67 919,038.67     

小  计 10,934,709.86 10,934,709.86 10,934,709.86     

续上表 

项  目 
上年年末数 

账面价值 未折现合同金额 1年以内 1-3年 3年以上 

银行借款 24,749,999.75 25,848,825.00 18,103,230.00 5,747,820.00 1,997,775.00 

应付账款 12,459,636.16 12,459,636.16 12,459,636.16     

其他应付款 576,658.36 576,658.36 576,658.36     

小  计 37,786,294.27 38,885,119.52 31,139,524.52 5,747,820.00 1,997,775.00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新后的《2020 

年年度报告》将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公司对于上述欠缺内容给广大投资者

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工

作的审核力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