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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6月 2018年 1-6月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48,965.65 99.95% 42,421.75 99.96%

其他业务收入 24.91 0.05% 15.22 0.04%

营业收入合计 48,990.56 100.00% 42,436.96 100.00%

（续上表）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88,544.46 99.95% 76,708.04 99.94% 62,111.02 99.93%

其他业务收入 40.10 0.05% 45.53 0.06% 44.29 0.07%

营业收入合计 88,584.56 100.00% 76,753.57 100.00% 62,155.31 100.00%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是物业管理服务、物业增值服务和餐饮服务收入，

2016 年至 2018 年，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金额分别为 62,111.02 万元、76,

708.04 万元、88,544.46 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99.93%、

99.94%、99.95%，2018 年 1-6 月、2019 年 1-6 月，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金额分

别为 42,421.75 万元、48,965.65 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99.96%、99.95%，主营业务占比突出。 公司其他业务收入主要是自有房产对外

租赁收入，占比很低，对营业收入影响很小。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持续增长，主要是由于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

大，项目数量和管理面积持续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在管项目和管理面积变动情况，请参见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和技术” 之“四、发行人主要业务情况” 之“（三）主要业务销售情况” 之

“4、主要业务销售量及价格变动情况” 相关内容。

（2）营业成本构成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成本 38,536.71 99.99% 69,757.35 99.99% 60,309.21 99.99% 47,719.96 99.98%

其他业务成本 3.68 0.01% 7.76 0.01% 7.36 0.01% 7.36 0.02%

营业成本合计 38,540.39 100.00% 69,765.10 100.00% 60,316.56 100.00% 47,727.32 100.00%

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主要是物业管理服务、物业增值服务和餐

饮服务业务成本， 各期金额分别为 47,719.96 万元、60,309.21 万元、69,

757.35 万元、38,536.71 万元， 占营业成本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99.98% 、

99.99%、99.99%、99.99%，主营业务占比突出。 公司其他业务成本主要是对外

租赁房产的折旧费用，占比很低，对营业成本影响很小。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变动情况详见下表：

项目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成本增长率 15.97% 15.66% 26.38% 19.48%

占营业收入比重 78.67% 78.76% 78.58% 76.79%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呈现波动增长趋势， 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保持一

致，主要是管理的物业项目数量和规模增加导致的相应成本增加。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 主要得益于公司稳健的经营

方式和有效的成本控制。

（3）营业毛利构成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毛利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毛利 10,428.94 99.80% 18,787.12 99.83% 16,398.83 99.77% 14,391.05 99.74%

其他业务毛利 21.23 0.20% 32.34 0.17% 38.17 0.23% 36.94 0.26%

营业毛利合计 10,450.16 100.00% 18,819.46 100.00% 16,437.00 100.00% 14,427.99 100.00%

报告期内各期， 公司实现营业毛利的金额分别为 14,427.99 万元、16,

437.00 万元、18,819.46 万元、10,450.16 万元，其中主要是主营业务毛利。 报

告期内各期， 主营业务毛利分别为 14,391.05 万元、16,398.83 万元、18,

787.12 万元、10,428.94 万元， 占营业毛利的比例分别为 99.74%、99.77%、

99.83%、99.80%。 营业毛利的增长，主要是主营业务毛利持续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按业务类型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物业服务 10,432.15 100.03% 18,677.98 99.42% 16,257.16 99.14% 14,243.82 98.98%

餐饮服务 -3.21 -0.03% 109.14 0.58% 141.67 0.86% 147.23 1.02%

合计 10,428.94 100.00% 18,787.12 100.00% 16,398.83 100.00% 14,391.05 100.00%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毛利增长主要是物业服务毛利持续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各期， 物业服务毛利分别为 14,243.82 万元、16,257.16 万元、

18,677.98 万元、10,432.15 万元， 占主营业务毛利的比例分别为 98.98%、

99.14%、99.42%、100.03%。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项目数量和管

理面积持续增加，物业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带动了物业服务毛利的不断增长。

由于餐饮服务项目数量和规模的下降，餐饮服务的毛利也呈现下降趋势。

（五）股利分配政策与实际分配情况

1、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公司应当执行稳定、持续的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利

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范围。 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本公司股利分配的一般政策如下：

1、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2、提取法定公积金 10%；

3、提取任意公积金；

4、支付股东股利。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

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

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

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

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

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

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

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

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

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25%。

2、最近三年及一期股利实际分配情况

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股利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股利分配 5,373.20 4,000.00 3,000.02 8,803.32

根据发行人 2016 年 1 月 27 日的股东会决议和 2016 年 6 月 15 日的股

东会决议，2016 年发行人合计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8,803.32 万元 （含

税）。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 5 月 10 日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17 年发

行人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3,000.02 万元（含税）。

根据发行人 2018 年 4 月 20 日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18 年发

行人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4,000.00 万元（含税）。

根据发行人 2019 年 2 月 20 日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19 年发

行人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5,373.20 万元（含税）。

（六）发行人子公司及分公司情况

1、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截止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拥有 9 家控股子公司，2016 年至今

曾注销 1家控股子公司。 公司下属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重庆益客精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益客精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 1月 12日

注册资本 1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建华

住所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 9号名义层 19层 A#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餐饮企业管理；投资咨询（不含金融、证券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

需许可或审批的项目）；企业形象设计；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

策划；礼仪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承办经批准的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会议及展览服务；食堂：企

事业机关单位食堂，不含凉菜、生食海鲜、冷热饮品制售及裱花蛋

糕（仅限有资格的分支机构经营）。 （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或许

可的项目除外）『以上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

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2018年度主要财务

数据（经天健会计师

审计）

总资产（元） 2,602,887.93

净资产（元） -1,612,168.34

净利润（元） 699,814.41

2019年 1-6月主要

财务数据（经天健会

计师审计）

总资产（元） 2,377,930.64

净资产（元） -1,412,136.96

净利润（元） 200,031.38

精橱餐饮的基本情况简述如下：

2010 年 12 月 9 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渝名称预核准字[2010]

渝中第 295639 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企业名称为：重庆精橱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6 日， 重庆鑫凯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重鑫验字

[2011]第 0013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1 年 1 月 6 日，公司已收到重

庆大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文豪仕酒店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首次缴纳的注

册资本 10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2011 年 1 月 12 日，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渝中区分局核发注册号为

500103000104105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精橱餐饮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重庆大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10.00 55.00 货币

2 重庆文豪仕酒店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90.00 45.00 货币

合计 200.00 100.00 -

2012 年 12 月 2 日，精橱餐饮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精橱餐饮注册

资本由 200 万元减少到 100 万元，股东的出资比例不变。

2013 年 2 月 20 日，精橱餐饮上述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精橱餐饮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重庆大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5.00 55.00 货币

2

重庆文豪仕酒店管理顾问有限公

司

45.00 45.00 货币

合计 100.00 100.00 --

本次减资未办理通知和公告债权人的手续，不符合当时《公司法》（2005

年 10 月 27 日发布，2006 年 1 月 1 日实施）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二款“公司应

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

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的规定。

公司说明，精橱餐饮本次减资完成后，未有债权人提出任何异议，故本次

减资虽然未办理通知和公告债权人的相关手续， 但实质上未损害债权人的利

益。

实际控制人王宣、李茂顺、陈建华、廖才勇出具《承诺函》，承诺如因上述

减资未履行通知和公告债权人的程序， 而导致今后债权人或相关权利人追究

新大正或精橱餐饮责任，或相关主管部门对新大正或精橱餐饮作出行政处罚，

由此造成新大正或精橱餐饮经济损失的， 其于实际损失发生后十天内全额补

偿给新大正或精橱餐饮， 确保新大正或精橱餐饮不因上述情形而遭受任何经

济损失。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防止公

司通过减资来转移资产、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 因此，本次减资虽然程序

上存在瑕疵，但实质上未造成债权人损失，亦未受到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同时

根据实际控制人的承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会因此而发生经济损失。 因

此， 精橱餐饮本次减资未履行通知和公告债权人程序不构成发行人本次发行

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2013 年 12 月 5 日，精橱餐饮召开股东会，同意重庆文豪仕酒店管理顾问

有限公司将其在精橱餐饮的 4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大正有限。

2013 年 12 月 10 日，精橱餐饮就上述事项完成本次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精橱餐饮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重庆大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货币

合计 100.00 100.00 --

（2）重庆高筹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高筹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11月 26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实收资本 7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廖才勇

住所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 9号名义层 19层 F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筑幕墙工程设计；照明工程设计施工；建

筑节能改造技术咨询；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施工劳务（以上范

围所有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机电设

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

物）、制冷设备、暖气设备、水处理设备的销售、安装和维修；人力

资源管理咨询（不含中介服务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需许可或审

批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

据（经天健会计师审

计）

总资产（元） 2,738,782.82

净资产（元） -2,729,611.55

净利润（元） -3,488,719.58

2019年 1-6月主要

财务数据（经天健会

计师审计）

总资产（元） 6,133,679.21

净资产（元） 105,624.58

净利润（元） 835,236.13

高筹智能的基本情况简述如下：

2014 年 10 月 10 日，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 “渝名称预核准字

[2014]渝中第 3143618 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名称为：重庆高筹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014 年 11 月 26 日，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渝中区分局核发注册号为

500103007483225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高筹智能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重庆大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100.00 货币

合计 300.00 100.00 --

2018 年 5 月 28 日，高筹智能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

由 300 万元增加到 1,000 万元。 增资部分由新大正出资 700 万，出资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1日前，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2018 年 6 月 7 日，高筹智能就上述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高筹智能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0 100.00 货币

合计 1,000.00 100.00 --

注：上述出资额中，新大正实缴 700 万元，高筹智能《公司章程》规定剩余

出资额的出资期限为 2024 年 6 月 1日前。

（3）重庆智邦整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智邦整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9月 24日

注册资本 3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甘媛媛

住所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 9号名义层 19层 F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物业管理（须经

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会议及展览

服务（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或许可的项目除外）；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

律、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或审批后方可经营）；企业内部资

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经

天健会计师审计）

总资产（元） 128,798.85

净资产（元） -1,004,125.55

净利润（元） -7,355.78

2019年 1-6月主要财务数

据（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总资产（元） 104,285.85

净资产（元） -1,029,298.55

净利润（元） -25,173.00

智邦整合的基本情况简述如下：

2014 年 9 月 16 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渝名称预核准字[2014]

渝中第 3130492 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名称为：重庆智邦整合房

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 24 日，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渝中区分局核发注册号为

500103005085935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智邦整合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重庆大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100.00 货币

合计 300.00 100.00 --

注：上述实缴出资额为 100 万元，智邦整合《公司章程》规定出资期限为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

（4）重庆大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大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年 9月 23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5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廖才勇

住所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 9号名义层 19层 C#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商场管理；房地产经纪（凭资质许可证从事经营）；会议及展览服

务（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或许可的项目除外）；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国内外广告（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

的取得许可或审批后方可经营）；企业管理咨询；旅游信息咨询；

物业管理（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酒

店企业管理；停车场管理；住宿（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

后方可从事经营）；翻译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货运代

理；承办经批准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

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网站建设（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

外）；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日用百货、建筑及装饰材料（不

含化学危险品）、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通信设备（不含卫

星地面接收设施）、机械设备；食品销售（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

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

据（经天健会计师审

计）

总资产（元） 557,438.01

净资产（元） 65,838.75

净利润（元） -355,297.16

2019年 1-6月主要

财务数据（经天健会

计师审计）

总资产（元） 140,787.03

净资产（元） -118,895.66

净利润（元） -184,734.41

大疆商业的基本情况简述如下：

2016 年 9 月 20 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渝名称预核准字[2016]

渝中第 3202119 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名称为：重庆大疆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23 日，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渝中区分局核发了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500103MA5U7RLM9B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大疆商业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

出资方式

1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 100.00 货币

合计 100.00 100.00 --

2018 年 1月 25 日，大疆商业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

由 100 万元增加 500 万元；增加部分由股东新大正出资 400 万元，出资时间

为 2038 年 1月 1日前，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2018 年 2 月 1日，大疆商业就上述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大疆商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

出资方式

1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500.00 100.00 货币

合计 500.00 100.00 --

注：上述实缴出资额为 50 万元，大疆商业《公司章程》规定出资期限为

2038 年 1月 1日前。

（5）重庆大世界保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大世界保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4年 3月 11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何小梅

住所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 9号 22-A1#、22-A2#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城市道路、社区生活垃圾清扫、收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室内楼层清洗、小区内清扫

保洁服务；城市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

外）；观赏植物租赁（不含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清洁服务（法

律、法规规定需许可或审批的项目除外）；家庭服务（国家有专项

规定的除外）；从事建筑相关业务（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

批后方可从事经营）；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

据（经天健会计师审

计）

总资产（元） 22,571,916.90

净资产（元） -444,020.01

净利润（元） -1,350,249.83

2019年 1-6月主要

财务数据（经天健会

计师审计）

总资产（元） 24,760,361.80

净资产（元） 1,718,620.43

净利润（元） 2,162,640.44

大世界保洁的基本情况简述如下：

2004 年 01 月 17 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企业（字号）名称核

准通知书》，核准企业名称为：重庆大世界保洁有限公司。

2004 年 02 月 23 日，重庆前进博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博远验

[2004]2049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04 年 02 月 23 日，大世界保洁已

收到出资各方缴纳的注册资本 5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2004 年 3 月 11日，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大世界保洁核发注册号为

500103210813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大世界保洁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

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重庆大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5.00 90.00 货币

2 王宣 5.00 10.00 货币

合计 50.00 100.00 --

2008 年 4 月 15 日，大世界保洁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大世界保洁

增加注册资本 50 万元，增资部分由重庆大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2008 年 5 月 30 日， 重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重立会验

[2008]第 559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08 年 5 月 23 日，公司已收到重

庆大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5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2008 年 6 月 19 日，大世界保洁就上述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大世界保洁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

出资方式

1 重庆大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5.00 95.00 货币

2 王宣 5.00 5.00 货币

合计 100.00 100.00 --

2008 年 8 月 15 日，大世界保洁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王宣将其持

有大世界保洁 4.5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何小梅，将其持有大世界保洁 0.50 万元

出资额转让给何刚；大正有限将其持有大世界保洁 1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何刚。

2008 年 8 月 10 日，大正有限、王宣分别与何刚、何小梅就上述事项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格与上述相应转让的出资额一致。

2008 年 9 月 17 日，大世界保洁就上述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大世界保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重庆大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4.00 94.00 货币

2 何小梅 4.50 4.50 货币

3 何刚 1.50 1.50 货币

合计 100.00 100.00 --

2016 年 12 月 6 日，大世界保洁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

金由 100 万增加到 1,000 万，增资部分由新大正出资 846.00 万，何小梅出资

40.50 万，何刚出资 13.50 万，出资时间均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出资方式

为货币。

2016 年 12 月 26 日，大世界保洁就上述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大世界保洁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940.00 94.00 货币

2 何小梅 45.00 4.50 货币

3 何刚 15.00 1.50 货币

合计 1,000.00 100.00 --

2017 年 12 月 20 日，大世界保洁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何小梅将

所持大世界保洁 45 万元的出资额转让给新大正， 何刚将所持大世界保洁 1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新大正。

2017 年 12 月 13 日，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重庆大世界保洁有限公司股权事宜所涉及的重庆大世界

保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2017]650

号），确认大世界保洁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2017 年 6 月 30 日）市场

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为 731.99 万元。

新大正分别与何小梅、何刚就上述事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新

大正向何小梅受让上述股权的价款为 32.85 万元， 向何刚受让上述股权的价

款为 10.95 万元。

2018 年 2 月 6 日，大世界保洁就上述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大世界保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0 100.00 货币

合计 1,000.00 100.00 --

注：上述出资额中实缴出资额为 100 万元，大世界保洁《公司章程》规定

的剩余出资额的出资期限为 2036 年 12 月 31日前。

（6）成都嘉峰世界清洁保养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成都嘉峰世界清洁保养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7年 4月 26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50万元

法定代表人 何小梅

住所 成都市锦江区龙舟南街 108号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清洁服务；石材养护；家政服务；害虫防治服务；园林绿化工程；酒

店企业管理；清洁设施设备的管理与维修；销售：清洁设备、用品、

日用品；清洁剂代理销售。 （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项目，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年度主要财务

数据（经天健会计师

审计）

总资产（元） 3,459,558.36

净资产（元） 1,080,248.90

净利润（元） 239,153.73

2019年 1-6月主要

财务数据（经天健会

计师审计）

总资产（元） 4,330,815.25

净资产（元） 1,539,229.70

净利润（元） 458,980.80

成都嘉峰的基本情况简述如下：

2007 年 04 月 02 日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 “登记内名预核内字

[2007]第 0100070402206 号” 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名称为：

成都嘉峰世界清洁保养有限公司。

2007 年 04 月 26 日，成都嘉峰世界清洁保养有限公司取得成都市锦江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510104000033797《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成都嘉峰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重庆大世界保洁有限公司 35.00 70.00 货币

2 王春梅 5.00 10.00 货币

3 高峰 10.00 20.00 货币

合计 50.00 100.00 --

（7）重庆大正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大正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1月 9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柯贤阳

住所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 9号名义层 19层 E#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门卫，巡逻，随身护卫，安全检查，秩序维护（按许可证核定的范围

及期限从事经营）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

据（经天健会计师审

计）

总资产（元） 10,214,136.67

净资产（元） 6,439,672.53

净利润（元） 1,109,955.46

2019年 1-6月主要

财务数据（经天健会

计师审计）

总资产（元） 9,985,561.54

净资产（元） 6,516,635.98

净利润（元） 76,963.45

大正保安的基本情况简述如下：

2013 年 8 月 5 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渝名称预核准字[2013]

渝中第 386871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名称为：重庆大正保安服务

有限公司。

2013 年 11 月 30 日， 重庆华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重华会验

（2013）第 212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3 年 8 月 9 日，大正保安已收

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10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2014 年 1月 9 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渝中区分局向大正保安核发注

册号为 50010300040843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大正保安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

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重庆大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0.00 95.00 货币

2 重庆大世界保洁有限公司 20.00 5.00 货币

合计 100.00 100.00 --

2017 年 7 月 19 日，大正保安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

由 100 万元增加到 1,000 万元，由现有股东同比例增资。 增资部分由新大正

出资 720 万，出资时间为 2037 年 12 月 31 日前，大世界保洁出资 180 万，出

资时间为 2037 年 12 月 31日前，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2017 年 9 月 19 日，大正保安就上述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大正保安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800.00 80.00 货币

2 重庆大世界保洁有限公司 200.00 20.00 货币

合计 1,000.00 100.00 --

注：上述出资额中，新大正实缴 80 万元，大世界保洁实缴 20 万元，合计实

缴 100 万元，大正保安《公司章程》规定剩余出资额的出资期限为 2037 年 12

月 31日前。

（8）重庆大正融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大正融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1年 10月 19日

注册资本 50万元

实收资本 5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廖才勇

住所 重庆市沙坪坝区渝碚路 50号负三层 1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 *

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

据（经天健会计师审

计）

总资产（元） 2,649,672.44

净资产（元） 2,107,851.35

净利润（元） 1,277,420.71

2019年 1-6月主要

财务数据（经天健会

计师审计）

总资产（元） 2,411,644.06

净资产（元） 1,753,649.06

净利润（元） 645,797.71

大正融信的基本情况简述如下：

2001 年 08 月 08 日， 重庆博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博远验

[2001]806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01 年 08 月 08 日，大正融信已收到注

册资本 50 万元，均为货币出资。

2001年 10 月 19 日，重庆大正融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取得重庆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500106180082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大正融信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重庆大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0.00 60.00 货币

2 重庆长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0 40.00 货币

合计 50.00 100.00

2017 年 2 月 18 日，大正融信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重庆长松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大正融信 2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朱朝霞。

2017 年 2 月 10 日， 重庆长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朱朝霞就上述事项签

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价格为 20 万元。

2017 年 3 月 9 日，大正融信就上述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大正融信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

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30.00 60.00 货币

2 朱朝霞 20.00 40.00 货币

合计 50.00 100.00 --

根据大正融信出具的说明文件以及发行人相关财务资料，报告期内，除发

行人及子公司高筹智能向大正融信提供维修维保业务、 大正融信向发行人支

付分红款外，大正融信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业务往来或资金往来。 大正融信主

要供应商中，重庆金地清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力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与

发行人主要供应商重合。 除此之外，大正融信与发行人主要客户和供应商之间

无关联关系或资金往来，其主要客户、供应商不与发行人的主要客户、供应商

重合。 大正融信系发行人控制的企业，故不会与发行人构成同业竞争，不会对

本次发行上市构成法律障碍。

（9）重庆新大正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新大正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8年 12月 27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0万元

法定代表人 余霆

住所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 9号名义层 19层 A#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航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机票代理；航空企

业管理；机场候机厅管理服务；机场物业管理；机场保洁服务；飞

机外表面保洁服务；飞机机舱清洁、消毒服务；机场手推车管理及

服务；机坪特种车辆保养维护、维修服务；航空运输货物打包服

务；行李寄存、打包、发放、代办服务；企业品牌策划；企业营销策

划；园林绿化管理；害虫防治服务；房屋租赁；住宿服务（须经审批

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餐饮管理；酒店管理；酒

店清洁服务；空调机保养；空调风管清洗；销售：包装材料、包装制

品、酒店设备、酒店用品、旅游用品、日用百货；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货运信

息咨询；国际货运代理；人力装卸搬运服务；影视制作（须经审批

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摄影服务；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会议及展览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

据（经天健会计师审

计）

总资产（元） -

净资产（元） -

净利润（元） -

2019年 1-6月主要

财务数据（经天健会

计师审计）

总资产（元） 165,740.08

净资产（元） 28,056.42

净利润（元） 28,056.42

大正航空的基本情况简述如下：

2018 年 12 月 25 日，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 “渝名称核准内字

[2018]渝中第 3287027 号”《名称预先（变更）核准通知书》，核准名称为：重

庆新大正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27 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渝中区分局核发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500103MA607NBT6Y 的《营业执照》。

大正航空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55.00 51.00 货币

2 余霆 245.00 49.00 货币

合计 500.00 100.00 --

注：上述出资额中，新大正实缴 0 万元，大正航空《公司章程》规定剩余出

资额的出资期限为 2048 年 12 月 25 日前。

根据大正航空出具的说明文件以及发行人相关财务资料，报告期内，大正

航空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业务往来或资金往来。 大正航空系发行人控制的企

业，故不会与发行人构成同业竞争，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法律障碍。

（10）重庆亚惠餐饮有限公司（已注销）

公司名称 重庆亚惠餐饮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3月 25日

注册资本 300万元

实收资本 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建华

住所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 9号名义层 19层 D#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餐饮服务（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

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

据（经天健会计师审

计）

总资产（元） 134,542.94

净资产（元） 134,542.94

净利润（元） 38,741.29

亚惠餐饮的基本情况简述如下：

2014 年 02 月 10 日，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渝名称预核准字

[2014]渝中第 308081 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企业名称为：重庆亚

惠餐饮有限公司。

2014 年 03 月 25 日，重庆亚惠餐饮有限公司取得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渝中区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500103000512384《营业执照》。

亚惠餐饮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重庆大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10.00 70.00 货币

2 大连亚惠快餐有限公司 90.00 30.00 货币

合计 300.00 100.00

合计 300.00 100.00

重庆亚惠餐饮有限公司注销的过程、背景及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2018 年 3 月 28 日，重庆亚惠餐饮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

注销。

2018 年 4 月 18 日，重庆亚惠餐饮有限公司刊登了注销公告。

2018 年 12 月 27 日，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渝中区税务局出具 《清税证

明》，确认重庆亚惠餐饮有限公司所有税务事项均已结清。

2019 年 3 月 27 日，重庆市渝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渝中市监）登

记内销字[2019]第 027843 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重庆亚惠餐饮

有限公司注销登记。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以及亚惠餐饮相关经审计财务报表，报告期内，亚惠餐

饮 2015 年度营业收入占发行人同期合并财务报表项下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0.96%�，从 2016 年起不再经营，亦不拥有实质影响发行人日常生产经营的资

质或证照，故亚惠餐饮的注销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影响较小。

2、各分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共有 31 家分公司，2016 年至今曾

注销 10 家分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西凤分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凤分公司

成立时间 2016年 1月 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MA5U4GE16E

营业场所 重庆市沙坪坝区学城大道 62-1号

负责人 周智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服务。 （以上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

规规定应经许可审批的而未获许可审批前不得从事经营）*

（2）璧山分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璧山分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 9月 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73204678140

营业场所 重庆市璧山区璧城街道沿河西路北段 30一附 14#

负责人 廖才勇

经营范围

为隶属企业法人承接其物业管理资质范围内的业务。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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