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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7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2020-068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全新好 股票代码 0000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伟彬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康路 8 号理想

时代大厦 6 楼 
 

电话 0755-83280053  

电子信箱 867904718@qq.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1,309,843.24 21,023,439.33 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809,621.17 -4,105,103.17 -62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299,070.85 8,320,276.60 -60.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16,208.10 15,472,656.16 -156.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60 -0.0118 -6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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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60 -0.0118 -628.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3% -2.18% -603.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94,602,145.13 533,693,420.89 -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9,538,519.17 209,348,140.34 -14.2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64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汉富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65% 75,000,127 0 

质押 45,000,127 

冻结 45,000,127 

深圳市博恒

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2% 37,500,000 37,500,000   

陈卓婷 境内自然人 3.89% 13,493,872 0   

林昌珍 境内自然人 2.83% 9,814,268 0   

陆尔东 境内自然人 2.18% 7,549,150 0   

李强 境内自然人 2.13% 7,396,460 0   

李钢钢 境内自然人 1.36% 4,712,300 0   

惠渊博 境内自然人 1.35% 4,669,700 0   

刘建露 境内自然人 1.18% 4,089,651 0   

王庆华 境内自然人 1.09% 3,783,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博恒投资、陈卓婷、陆尔东、李强、林昌珍、陈军，前 10 大股东中博恒

投资、陈卓婷、林昌珍、陆尔东、李强为一致行动人。其余股东之间未进行询证，未知

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汉富控股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中有 30,000,000 股公司股份、陆尔东所持 7,549,150 股公

司股份、李强所持 7,396,460 股公司股份、李钢钢所持 4,712,300 股公司股份、王庆华所

持 3,783,600 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融资融券业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博恒投资、陈卓婷、陆尔东、李强、林昌珍、陈军 

变更日期 2020 年 05 月 27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

性公告》编号：2020-051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5 月 28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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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王玩虹、陈卓婷、李强、陆尔东、林昌珍、陈军 

变更日期 2020 年 05 月 27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

性公告》编号：2020-051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5 月 28 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及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润、净利润的同比变动情况及其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报告期 上一报告期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21,309,843.24 21,023,439.33 1.36  

营业总成本 18,170,166.84  18,654,670.16   -2.60%  

营业利润 -37,519,558.16  16,448,623.86 -328.10% 主要系公上一报告期证券投资收益增加本期证

券投资亏损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9,809,621.17 -4,105,103.17 -626.16% 主要系公司本期证券投资亏损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保持平稳略有上升、营业总成本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130.98 万元，较上年同期 2,102.34 万元略有增长，增幅 1.36%。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2,078.54 万元较上年同期 2，047.86 万

元增加 30.68 万元，增幅 1.50%，营业成本 628.68 万元较上年同期报 616.58 万元增加 12.1 万元，增幅 2.0%。总体来看报告

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稳定运行，营业利润亏损主要因本期证券投资亏损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主

要因公司本期证券投资亏损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新涉足的投资管理、大健康相关业务尚未取得能给公司创造收入实质性进展。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收到

深圳证监局深证调查通字【2019】004 号立案调查，已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结案。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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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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