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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 2019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1,101,791,535元。公司以 2019年度净利润 1,101,791,535 元为基数，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

金 110,179,153 元，提取 5%任意盈余公积金 55,089,577 元，加往年累积的未分配利润

1,169,733,782元，本次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2,106,256,587元；公司以实施 2019年度利润分

配时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分配的股本为基数，拟向可参与分配的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每 10 股派

发现金股利 2.6元(含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用友网络 600588 用友软件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欧阳青 王臆凯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68号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68号 

电话 010-62436838 010-62436838 

电子信箱 ir@yonyou.com ir@yonyou.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模式 

在用友 3.0 战略新时期，公司形成了以用友企业云服务为核心业务，云服务、软件、金融服

务融合发展的新战略布局。公司基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



等新一代企业计算技术，按照商业创新平台（BIP）的理念，充分发挥技术与商业相结合的优势，

通过构建和运营全球领先的企业云服务平台，提供覆盖多领域、多行业的企业服务，包括在营销、

制造、采购、金融、财务、人力、协同、平台服务等领域为客户提供数字化、智能化、全球化、

社会化、安全可信的企业云服务与解决方案，使商业创新（包括业务创新和管理变革）变得简单、

便捷、大众化、社会化。 

公司通过用友 iuap 向客户和生态伙伴提供云平台服务（PaaS），包括开发、集成、运行、运

维、运营、公共应用与业务、基础数据等服务。 

用友云市场致力于满足企业客户一站式购买企业服务和一体化应用需求，设有云平台服务、

企业应用服务、行业云、云解决方案等，与生态伙伴共同赋能各类企业和公共组织。 

公司的云服务经营模式为向企业客户与公共组织提供 PaaS、SaaS、BaaS、DaaS 等服务，收入

主要是平台服务收入、应用服务收入、运营服务收入、信息和数据服务收入、平台交易收入（含

分成收入）、推广第三方厂商应用服务获得的分润收入以及其他增值服务收入等。 

 2.1.1 大型企业服务业务 

公司面向大型企业提供用友 NC Cloud和创新的云服务，新版 NC Cloud 和创新云服务基于云

原生架构，支持公有云、混合云、专属云的灵活部署模式，包括了数字营销与新零售、数字化工

厂与智能制造、数字采购与供应链协同、财务共享、智慧税务与电子发票、绩效与人才管理、社

交协同等企业数字化创新应用，并提供覆盖各大行业的企业数字化最佳应用。公司面向汽车、金

融、烟草、广电和电信、餐饮等行业业务由公司各控股子公司提供标准产品及解决方案，同时也

提供部分云服务，收入主要是产品许可收入、产品支持与运维服务收入、咨询实施收入等。 

2.1.2中型企业服务业务 

公司面向中型企业提供云服务套件 YonSuite。YonSuite 基于云原生架构，公有云部署，聚焦

服务、流通、制造等行业的数字化应用，为中型企业提供“营销、制造、采购、财务、人力、办

公、平台”融合一体、支持企业社会化商业的云服务。YonSuite 基于用友 iuap 云平台开发、开

放与运营，建立全面的生态能力。公司面向中型企业继续提供 ERP 套件、解决方案，主要产品为

U8+产品线，包括智能制造、营销、业务管控、供应链、财务核算以及人力资源等领域应用。该业

务经营模式是为客户提供标准产品及解决方案，采取全分销销售模式，收入主要是标准产品许可

收入、产品支持与运维服务收入等。 

2.1.3小微企业服务业务 



公司面向小微企业的云服务业务是由公司控股子公司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畅捷通公司”）提供。畅捷通公司全面打通小微企业的人、财、货、客管理，整合财务、进销

存、客户收支、协同办公等应用，覆盖小微企业从找客户、跑客户到服务客户的生意全过程，主

要云服务产品包括好会计、好生意、易代账、T+Cloud 等产品。 

2.1.4政府与其他公共组织服务业务 

公司财政管理与政府财务管理业务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用友政务公司”）提供。用友政务公司产品和服务包括财政一体化解决方案、互联网+政务服务

一体化平台、政府采购云服务平台、资产云、政府大数据分析、社保整体解决方案等。收入主要

是标准产品许可收入、支持与运维服务收入、咨询实施收入等。公司面向院校教育业务由公司控

股子公司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道科技公司”）提供。新道科技公司与院校围绕会计、

营销和工商管理等专业开展协同育人共建服务，培养符合新时代特征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服

务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公司为院校提供商科实践教学解决方案、创新创业教育解决方案、数字营

销沙盘系统等。收入主要是标准产品许可收入、支持与运维服务收入、咨询实施收入以及其他增

值服务收入等。 

2.1.5金融等其他服务业务 

公司企业支付服务业务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畅捷通支付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畅捷通支付

公司”）提供。畅捷通支付公司面向企业级市场，致力创新金融服务并将其融入到企业业务场景

中，提供包括聚合支付、POS收单、网银支付、快捷支付、扫码支付、代收/代付、鉴权等多种方

便、快捷与低成本的支付服务。互联网投融资信息服务业务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前海用友力合

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友金所”）提供，友金所将按照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引与要求转型升级

服务业务及经营模式。公司互联网保险经纪业务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友太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下

称“友太安保险经纪公司”）提供。友太安保险经纪公司产品包括面向企业的团险及员工福利保

障“友企保”平台和面向个人及家庭的“家家 365”，并积极开拓互联网保险经纪服务业务。公

司社会化用工综合服务业务由公司控股子公司用友薪福社云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薪福社”）提

供。薪福社云平台为社会化用工模式的新兴企业以及处于社会化用工转型期的传统行业企业，提

供高效、安全与合规的社会化用工整体服务解决方案。 



2.2行业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形成了云服务、软件、金融服务融合发展态势，全面服务企业、政府及其他公

共组织数智化，所处行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联合国贸发会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价值

创造和捕获，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报告指出：“数字革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改变了我们

的生活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数字化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改造价值链，并为增值

和更广泛的结构变革开辟新的渠道。数据已经成为创造和捕获价值的新经济资源，是所有迅速出

现的数字技术的核心”。中国今天的企业处在一个数智化、国产化、全球化三浪叠加的巨大历史变

革与机遇中。在数智化浪潮中，企业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应用实现转型升级；在全球化

浪潮中，企业加速向全球市场拓展；在国产化浪潮中，中国本土企业自身产品、技术水平和服务

质量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和企业更愿意选择本土企业产品和服务。企业数智化的浪潮已

经来临，企业将充分运用新一代数字与智能技术，实现企业转型升级，实现企业更强竞争优势、

更高经营绩效和更可持续发展。在数字经济新时代，新一代数字与智能技术影响和改变着商业，

并将引领中国企业商业模式、管理方式及商业技术创新发展，走在世界前列。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7,538,382,707 15,220,896,594 15.2 14,033,979,575 

营业收入 8,509,659,748 7,703,495,046 10.5 6,343,658,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82,989,733 612,130,382 93.3 389,080,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7,451,238 532,161,942 27.3 293,075,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172,633,891 6,570,697,503 9.2 5,849,167,8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33,042,056 2,042,653,091 -24.9 1,430,325,8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25 92.0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25 92.0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8.35 10.27 增加8.08个

百分点 

6.71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月份） （4-6月份） （7-9月份）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252,286,078  2,060,720,753  1,696,082,649  3,500,570,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2,206,069   400,173,520   -35,421,031   736,031,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54,765,840   319,062,402   -90,382,016    503,536,6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18,102,624   296,247,540   197,698,090  1,657,199,05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0,14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5,48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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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

司 

163,519,816 708,585,869 28.30 0 质押 316,335,984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

限公司 

69,598,096 301,591,750 12.04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海益倍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16,835,184 103,904,684 4.15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

究所有限公司 

22,835,682 98,954,620 3.95 0 质押 49,1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葛卫东 21,290,000 92,690,000 3.7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62,574,555 80,153,080 3.20 0 无 0 其他 

共青城优富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56,362 61,816,362 2.47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10,879,700 47,145,368 1.88 0 无 0 其他 

于桂珍   8,901,625 29,793,145 1.19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刘世运 6,651,000 28,821,000 1.1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用友科技”)、上海用友科技

咨询有限公司(简称“用友咨询”)和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

所有限公司(简称“用友研究所”)因受相同控股股东控制而

存在关联关系，上海益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益

倍”) 执行董事与共青城优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简称“共青城优富”) 执行事务合伙人因同时担任用友咨

询与用友研究所的董事而分别与用友咨询和用友研究所形成

关联关系。上海益倍与共青城优富因受不同控股股东控制而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用友科技因受不同控股股东控制也不存

在关联关系。上述五家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司不了解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是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经营总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509,659,748 元，同比增加 806,164,702 元，增长 10.5%，

实现了主营业务收入稳定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82,989,733 元，同比增加

570,859,351元，增长 9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677,451,238

元，同比增加 145,289,296 元，增长 27.3%，经营效益得到大幅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云服务业务（不含金融类云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1,970,234,805 元，同比增

长 131.6%，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软件业务实现收入 5,195,058,608元，同比下降 6.9%；支付服务

业务实现收入 650,510,224 元，同比增长 319.1%，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互联网投融资信息服务业

务在继续坚持稳健经营、控制适度规模的方针指引下，实现收入 641,995,155元，同比下降 41.0%。 

报告期内，公司云服务业务收入（不含金融类云服务业务收入）按照企业规模分类，小微企

业云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14,600 万元，增长 289.1%；大中型企业云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182,423 万

元，增长 124.4%。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云服务业务的累计企业客户数为 543.09 万家，其中累计

付费企业客户数为 51.22万家, 较 2018年末增长 41.5%；公司企业客户续约率和客单价稳步提高；

公司云服务业务（不含金融类云服务业务）预收账款 59,350万元，比年初增长 97.0%；公司云服

务业务收入（不含金融类云服务业务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23.2%，云服务业务收入占比持

续提升。 

2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企业与公共组织数智化、产业国产化带来的机会，克服经济下行等困难，

坚定执行用友 3.0 战略，加速推进各项业务发展，实现了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稳定增长、云服务业

务收入高速增长、净利润大幅增长的优良业绩，全面完成年度计划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力度，重点增加了云服务研发人员，发布了 YonSuite、

NC Cloud1909及全新一代企业云服务平台 iuap5.0等重要产品，产品发展取得重要进展；优化了

公司研发体系，推动了公司研发成果共享。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升级客户运营体系，针对重点行业和高端客户通过客户经营组织裂变加

强市场覆盖，加大经营深度；针对战略客户公司成立专属经营服务组织，与多家战略客户达成合

作，并战略加强生态建设，助力战略客户实现数字化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发布了以“融合”为核心的用友企业云服务新生态战略，推动行业头部企业

战略联盟，特别加强了与华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联通等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公司云市场建

设持续发力，实现入驻伙伴突破 5000家，入驻产品及服务突破 8000个。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举办了 2019 用友商业伙伴大会、2019 用友企业云服务春季新品发布会

和 2019全球企业服务大会等多场重要营销活动。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多项荣誉，用友精智工业互

联网平台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2019 年十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据赛迪顾问数据

显示，公司荣获 2019年度中国企业 SaaS市场占有率第一、2019年度中国企业云服务市场占有率

第一、 2019 年度中国企业级应用软件市场占有率第一、2019 年度中国企业财务云市场占有率第



一、2019年度中国企业工业云市场占有率第一等。 

2.1 大型企业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 NC Cloud 和创新云服务产品研发投入，发布了 NC Cloud1903、1909版

本和多项创新云服务产品。该产品基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

代企业计算技术，并结合自主创新需求构建了全栈国产化解决方案；该产品支持大型企业混合云、

专属云和公有云等多种模式部署。报告期内，公司抓住大型企业集团管控、共享服务、数字营销、

智能制造、产业互联等数字化转型机会，实现了面向大型企业云服务业务的规模化销售，成功签

约华新丽华、中免集团、厦门航空等一批大型综合性集团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发展用友 iuap云平台建设，发布了全新一代企业云服务平台 iuap5.0，

云平台累计签约 500 多家行业龙头客户。同时，用友精智工业互联网平台取得重大进展，平台升

级到 2.0版本，形成了融合 IT、OT、AI及企业核心业务应用于一体的“制造中台”。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汽车、金融、烟草、电信和广电、餐饮等行业大型企业解决方案业务；

同时，稳步推进了行业云服务业务。 

2.2 中型企业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面向中型企业的云服务产品持续创新，率先推出了基于云原生架构、一体化、

智能化的云服务套件产品 YonSuite，并全公有云部署。 YonSuite 产品聚焦服务、流通、制造等

行业客户需求，提供一体化的在线交易、在线运营、在线管理、在线协同的数字化平台。产品发

布后，公司在全国开展 100多场市场活动，成功塑造了用友 YonSuite产品作为“成长型企业”云

服务第一品牌形象。 

报告期内，公司面向中型企业的软件业务稳定发展，迭代推出了 U8+产品的多种升级应用，

推动了 U8+产品服务生命周期管理落地，促进 12000 多家客户升级。 

2.3 小微企业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面向小微企业的云服务业务投入，全力加速客户上云、迁云、融云

的业务推进，帮助新老客户实现数智化升级。T﹢Cloud 产品加强了“人、财、货、客”一体化企

业管理特性，全面支持小微企业互联网运营模式。好会计、好生意、易代账产品不断深化迭代，

大幅度提升了客户体验和对新应用场景和模式的支持。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拓展新生态渠道合作，建立生态合作圈，好会计等云产品成功入驻华为



云、阿里云、腾讯云等平台。公司打造的畅捷通服务商运营专区赋能近 1500 家合作伙伴。《中国

小微企业云财务应用市场专题分析 2019》报告显示，畅捷通市场覆盖第一。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小微企业软件业务效益化增长策略，发版了 T+ V13.0迭代版本产品，强

化了合作伙伴的获客能力和面向客户数智化运营服务能力。 

2.4 政府与其他公共组织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面向财政管理与政府财务管理业务持续高增长。在政府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大

趋势下，公司财政管理数字化新产品发展和国产化适配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人大、社保业务实现

突破性增长；政府采购云服务业务快速发展，交易额不断攀升；政采云系统通过了“国家信息系

统安全等级保护三级测评”。 

报告期内，公司面向院校教育业务稳步发展，与院校深度合作会计、营销和工商管理等专业

协同育人共建，发布了 5 款数字化人才培养新产品和数字化教学云平台。公司数字化教学云平台

荣获中教全媒体评选的“2019中国在线教育优秀平台”十强。 

2.5 金融等其他服务业务发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企业支付业务保持高速增长，完成了支付业务许可证的续展工作，全面提升

了企业支付综合服务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投融资信息服务业务坚持稳健经营策略，持续推进业务转型与升级，

满足监管政策发展与自身发展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保险经纪业务稳定发展，加快推进了项目性保险经纪服务业务，并积

极探索开展互联网保险经纪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社会化用工服务业务为客户提供社会化用工整体解决方案。公司荣获“2019

企业人才发展--优秀社会化用工服务机构奖”等荣誉。 

2.6 人力发展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员工总数 17,271人。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了核心研发人才的引进，规模

化招聘了高素质应届毕业生，对新引进的核心骨干员工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公司加强了干部队

伍年轻化建设，加大了各级干部轮岗力度，落实了人才双通道发展机制，加强了文化建设工作，

推行了文化官考评机制。 



3 公司 2020 年度经营计划 

2020 年，公司进入到用友 3.0-II 战略发展阶段，面临数智化、国产化、全球化三浪叠加的

难得发展机遇，公司将在用友 3.0-I 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公司的战略转型，升维并加速云服务业

务，构建和运营全球领先的企业云服务平台。公司将克服新冠疫情等不利影响，坚持战略导向、

客户驱动、直面问题、体系化运营，实现业绩高增长。2020年，公司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3.1 大型企业业务发展 

大型企业业务发展坚持“云优先”的原则，大力拓展大型企业云服务业务，确保收入与效益

高增长。加快 NC Cloud和创新云服务产品创新，升级客户运营体系，全面提升市场竞争力。落地

国产化产品方案，支撑大型企业全面国产化，帮助大型企业构建产业互联网平台。推动组织裂变，

加强战略客户覆盖，加速战略客户突破。进一步深化行业经营，加快行业化解决方案创新，加强

行业化营销，做深打透行业。 

3.2 中型企业业务发展 

中型企业业务发展围绕构建和运营全球领先的企业云服务平台，加速云平台与核心领域云产

品研发，战略加强生态，与生态合作共赢，构建平台型云服务的商业模式和业务体系，加速公有

云服务业务规模化发展。 

3.3 小微企业业务发展 

公司将持续加强小微企业云服务产品应用创新，加大对好会计、好生意、T+Cloud 等云服务

产品研发，加快云服务业务发展，构建存量软件企业客户向云服务升迁体系，规模化抢占客户，

生态化运营客户，帮助小微企业客户实现业务与管理升级，实现公司小微企业云服务业务收入高

增长。 

3.4 政府与其他公共组织业务发展 

针对财政管理与政府财务管理市场，公司将继续加强财政、财务等核心产品研发，进一步深

化客户经营和行业经营，提升一线机构的客户经营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 

在院校教育业务方面，公司将继续做深做透新商科，布局新工科、新双创业务。基于院校专

业建设，公司将聚焦数字化人才培养，进一步打造数字化教学平台。 



3.5 金融等其他服务业务发展 

公司互联网金融服务业务继续坚持科技金融、稳健发展的原则，结合数据化、场景化方向发

展，并加快与云服务、软件业务的融合。同时，强化风险管控，合规经营。 

公司将聚焦高价值行业及龙头企业，提供社会化用工服务产品及解决方案，打造社会化用工

服务平台。 

3.6 人力资源发展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组织能力建设，改革组织绩效管理体系，激活组织；优化人才结构和人员

部署，加强关键人才的梯队建设；继续贯彻落实军功文化，提高短期激励的及时性，加强中长期

激励的绩效导向。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1 新金融工具准则 

2017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以及《企业会计准则

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集团自 2019年 1月 1 日开始按照新金

融工具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现行准

则的差异追溯调整 2019年年初未分配利润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企业需考

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工具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不可撤销地指定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

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

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 

新套期会计模型加强了企业风险管理与财务报表之间的联系，扩大了套期工具及被套期项目

的范围，取消了回顾有效性测试，引入了再平衡机制及套期成本的概念。 



于 2019年 1月 1日，本集团分析结构性存款整体合同现金流的特征，认为其合同现金流量代

表的不仅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本金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因此将这些结构性存款重分类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4.2 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更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和《关于

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要求，资产负债表中，“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递延收益”项目中摊销期限只剩一年或不足一年的，或预计在

一年内（含一年）进行摊销的部分，不得归类为流动负债，仍在该项目中填列，不转入“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项目。利润表中，“研发费用”项目除反映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化支出外，还包括了原在“管理费用”项目中列示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本集团相应追溯

调整了比较数据。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所有者权益无影响。此外，随本年新金

融工具准则的执行，按照《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其他应收款”项目中的“应收利息”改为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收取但于资产

负债表日尚未收到的利息（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

额中），“其他应付款”项目中的“应付利息”改为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应支付但于资产负

债表日尚未支付的利息（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

中），参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不追溯调整比较数据。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