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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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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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振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康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杨桩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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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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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康立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755‐36606271 

传真  0755‐85275649 

电子邮箱  kangli@mttlab.com 

公司网址  www.mttlab.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松白路石岩湖方正科技园 A3 栋

一楼  51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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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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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47,247,567.55 39,889,972.66  18.4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451,604.33 17,269,092.87  12.6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98 1.76  12.5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6.58% 49.2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4.84% 53.23%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52,059,046.74 48,108,790.83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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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64,011.46 3,669,571.69  ‐13.7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176,950.69 1,295,404.25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72,179.21 7,193,505.71  13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7.23% 24.3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

算） 

6.41% 8.6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9  ‐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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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2,500 36.30% 98,250  3,660,750  37.3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706,000 17.38% 61,250  1,767,250  18.01%

            董事、监事、高管  12,500 0.13% ‐  12,500  0.13%

            核心员工  44,000 0.45% 37,000  81,000  0.83%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6,252,500 63.70% ‐98,250  6,154,250  62.7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900,000 60.11% ‐98,250  5,801,750  59.11%

            董事、监事、高管  97,500 0.99% ‐  97,500  0.99%

            核心员工  245,000 2.50% ‐5,000  240,000  2.45%

          总股本  9,815,000 ‐  0  9,815,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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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英  3,434,000  3,434,000 34.99% 2,625,500  808,500

2  康立  2,011,000  2,011,000 20.49% 1,538,250  472,750

3  张伟  1,341,000  1,341,000 13.66% 1,025,750  315,250

4  深圳市美

和美创投

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900,000  900,000 9.17%  900,000

5  李斌彬  820,000  ‐37,000 783,000 7.98% 612,250  170,750

6  于都县和

智新锐成

450,000  450,000 4.58% 0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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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投资企

业（有限合

伙） 

7  深圳市美

和美智投

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450,000  450,000 4.58% 0  450,000

8  刘久铭  80,000  80,000 0.82% 67,500  12,500

9  陈楚江  49,000  49,000 0.50% 5,000  44,000

10  黄伟  10,000  37,000 47,000 0.48% 10,000  37,000

合计  9,545,000  0 9,545,000 97.25% 5,884,250  3,660,75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杨振英、康立、张伟、李斌彬签署了《股东一致行动协议》，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股东

杨振英是深圳市美和美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美和美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除此之外，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无控股控股。杨振英、康立、张伟、李斌彬为公司的共同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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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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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1）公司因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①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

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该政策对公司无影响。 

②  新收入准则实施前后收入确认会计政策的主要差异 

差异方面  相关业务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会计处理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会计

处理 

列报 

本公司部分合同中约

定向客户转让商品或

提供服务的义务前已

收款项 

预收的合同对价中，预收增值税部

分确认为“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

并列报为其他流动负债，扣除预收

增值税后列报为合同负债。相同合

同下的合同资产与合同负债抵消

后以净额列报为合同资产或合同

负债 

预收的合同对价在收到

时列报为预收款项 

③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该项

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公司本期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及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事项。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深圳市美信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