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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董事会秘书 王亮  

职务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电话 010-56658825 

传真 010-56658501 

电子邮箱 jdtz@jdcapital.com 

公司网址 www.tcjdcapital.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30号东一门二号楼 100107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

（末）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90,975,848,844.85 99,154,877,376.28 -8.2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316,162,790.99 26,405,173,535.32 -15.49% 

营业收入 877,235,555.58 1,093,894,311.70 -19.8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7,426,091.64 1,153,610,781.81 -117.1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7,750,465.26 1,121,760,946.28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95,339,382.76 347,354,516.10 2,345.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1% 4.6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8 -117.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8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1.49 1.76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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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4,770,862,280 98.47% 24,721,078 14,795,583,358 98.6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971,503,413 46.48% 16,946,454 6,988,449,867 46.59% 

    董事、监事、高管 44,714,103 0.30% 13,424,907 58,227,010 0.39% 

    核心员工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29,138,118 1.53% -24,721,078 204,417,040 1.3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25,378,790 1.50% -23,637,634 201,741,156 1.34% 

    董事、监事、高管 227,841,947 1.52% -23,424,907 204,417,040 1.36% 

    核心员工     - - - 

     总股本 15,000,000,398 - 0 15,000,000,398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218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限

售股份数量 

1 
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6,927,893,998 3,308,820 6,931,202,818 46.21% 0 6,931,032,818 

2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九鼎共赢 2 号集

合资金信托 

272,727,270 0 272,727,270 1.82% 0 272,727,270 

3 

西部证券-招商银行-

西部恒盈招商快鹿九

鼎投资 1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72,727,270 0 272,727,270 1.82% 0 272,727,270 

4 孙伯荣 63,730,729 133,609,000 197,339,729 1.32% 0 197,339,729 

5 钱国荣 239,939,905 -48,963,847 190,976,058 1.27% 0 190,976,058 

合计 7,777,019,172 87,953,973 7,864,973,145 52.44% 0 7,864,803,145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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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股东吴刚、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均为公司控股股东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且为一致行动人。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2018 年度颁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的规定修订公司的财务报表格式。因公司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

应采用通知附件 1 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并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相应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

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及对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和 2017 年度利润表项目影响金额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 

合并报表影响金

额 

母公司报表影

响金额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8]15 号），在资产

负债表中删除原“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项目，将其整合为新增的“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反映资产

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业因

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应收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81,218,305.97  

应收票据 -38,561,606.01  

应收账款 -342,656,6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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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款项，以及收到的商业汇票，包

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8]15 号），在资产负

债表中删除原“应收利息”及“应收

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项目。 

其他应收款 711,821,404.98 168,258,696.15 

应收利息 -704,858,737.19 -168,258,696.15 

应收股利 -6,962,667.79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8]15 号），在资产负

债表中删除原“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项目，将其整合为新增的“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反映资产

负债表日因购买材料、商品和接受服

务等经营活动应支付的款项，以及开

出、承兑的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

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64,448,292.21  

应付票据 -33,428,621.45  

应付账款 -731,019,670.76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8]15 号），在资产负

债表中删除原“应付利息”及“应付

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项目。 

其他应付款 348,173,754.64 27,358,773.97 

应付利息 -348,173,754.64 -27,358,773.97 

应付股利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8]15 号），在利润表

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反映进行

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

出。 

业务及管理费 -15,595,256.02  

研发费用 15,595,256.02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8]15 号），在利润表

“财务费用”下新增“利息费用”与

“利息收入”项目，分别反映为筹集

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应予

费用化的利息支出和确认的利息收

入。 

利息费用 1,281,635,471.46 161,547,213.50 

利息收入 512,313,379.88 128,494,110.85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本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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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81,218,305.97   

应收票据 38,561,606.01    

应收账款 342,656,699.96    

其他应收款 4,466,330,388.52 5,178,151,793.50   

应收利息 704,858,737.19    

应收股利 6,962,667.7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64,448,292.21   

应付票据 33,428,621.45    

应付账款 731,019,670.76    

其他应付款 2,621,309,420.67 2,969,483,175.31   

应付利息 348,173,754.64    

业务及管理费 2,604,344,862.83 2,588,749,606.81   

研发费用  15,595,256.02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包括 98家，与上年相比，因注销、转让减少 30家，因新设立子公司而

增加 6家。具体见 2018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公司对私募股权基金是否应纳入合并范围进行判断，包括本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作为管理人的私

募股权基金。 

本公司对于本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作为管理人的私募股权基金拥有权力。本公司参与私募股权基金

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121 只私募股权基金因本公司享有的可变回报重大而纳入本公司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