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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41                             证券简称：华宝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8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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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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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2020年末总股本615,88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6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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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宝股份 股票代码 30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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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伟 黄星星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叶城路 1299 号 上海市嘉定区叶城路 1299 号 

传真 021-67083202 021-67083202 

电话 021-67083333 021-67083333 

电子信箱 ir@hbflavor.com ir@hbflavo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香精与食品配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设立以来，以“美味生活引领者”为发展愿景，坚持创新、务实、

忠诚、协作的企业精神，以国际化视野整合国内外科研资源，为客户提供产品风格系统解决方案和综合技术服务。 

（1）食用香精板块 

公司的食品用香精“孔雀”品牌诞生于1947年，依托自身实力和技术优势，通过兼并收购及自身发展，公司相继进军甜味

香精、咸味香精领域，产品广泛应用于乳品、饮料、冷饮、糖果、坚果炒货、槟榔、膨化食品、烘焙、肉制品、休闲小食品

等领域。公司的烟草用香精主要应用于卷烟生产，经过长期高投入的持续研究，形成了公司独有的技术优势，有效巩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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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2）食品配料板块 

公司食品配料板块积极拓展包括甜味风格、咸味风格及功能性的食品配料，持续扩大健康天然产品的品种，主要应用于

膨化食品、面制食品、方便食品、肉制品、休闲小食品等领域。旗下上海嘉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天然特种健康配料，

产品线包含天然色素、功能性原料、天然甜味剂、天然抗氧化剂等。 

（3）日用香精板块 

公司旗下厦门琥珀日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琥珀”）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新三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琥

珀股份，NEEQ:833164），专业研发、生产和销售日用香精，在基础香原料的开发、燃香评价试验、加香技术研究、微胶囊

技术应用、产品稳定性测试等方面具有技术优势，产品广泛应用于洗涤、护肤品、香水、个人护理、熏香、工艺品等领域。

厦门琥珀在日用香精细分市场的熏香及消杀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目前正以天然、健康、安全的理念在巩固熏香消杀市场

的同时，大力发展桉叶二醇LTB以及大日化洗护类香精、微胶囊香精的市场推广，推动公司业务不断发展。 

2、公司主要产品、品牌及应用领域 

公司主要销售产品为食用香精、日用香精以及食品配料，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卷烟、雾化电子烟、日化等多个领域。

公司主要产品、品牌及应用领域如下： 

（1）香精产品 

名称 应用领域 产品品牌 产品系列 主要客户（品牌） 

食用香精 

食 品 用 领

域 

乳品饮料类、坚果炒

货类、冷饮类、糖果

类、槟榔类、膨化食

品类、烘焙类、肉制

品类、休闲小食品类 

华宝、孔雀 

果蔬类香精、奶味香精、花

香类香精、五谷杂粮类香精、

茶类香精、天然香精、口感

类香精、异域风情类香精、

猪肉风味香精 

亿滋、汇源、光明、百事、娃

哈哈、达利、天喔、君乐宝、

盼盼、旺旺、上好佳、双汇、

科尔沁、圣农、恒都、香香嘴、

洽洽、曼可顿、格力高、雪菲

力、天狮、维维、安井、中粮、

申美、宾之郎、英联马利、不

二制油等 

烟 草 用 领

域 

烟丝用（表香、加

料）、滤棒用、卷烟

纸用、内衬纸用 

喜登、天宏、华芳、

澳华达 

清香型、辛香型、果香型、

花香型、甜香型、焦香型、

可可香型、膏香型、烘焙香

型、豆香型 

云南、上海、湖南、浙江、广

东、贵州等19个省的省级中烟

工业公司 

雾 化 电 子

烟领域 
电子烟油 SPV 

海洋、哈密瓜、白桃乌龙、
Cubano 

悦刻RELX、柚子YOOZ、MYLE 

日用香精 日化领域 

熏香消杀类、洗涤皂

用类、个人护理化妆

品类、芳香剂类、工

业制品类 

琥珀 

花香类香精、果香类香精、

复合花果类香精、木香类香

精 

榄菊、李字、青蛙王子、金鹿、

上海制皂、白猫、恒安、立白、

ABC、纳爱斯、安安金纯、立

臣等 

 

（2）食品配料 

应用领域 产品品牌 产品系列 主要客户（品牌） 

膨化食品类、炒货类、烘焙类、肉制品类、

面制食品类、方便食品类、休闲小食品类等 
华宝、孔雀 

配料粉、配料酱、配料汁、

配料油 

皓月、科尔沁、口水娃、洽洽、

亲亲、百草味、嘉友、甘源、

小王子、盐津铺子、三只松鼠、

米多奇、澳华、龙康、旺旺等 

 

3、公司经营模式 

（1）管控模式 

公司对全资下属子公司采取集团一体化管控模式。公司各职能部门对各下属子公司采用职能共享和条线管理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管控。下属子公司的日常运营由其总经理负责，发展方向、经营计划、重要人事、财务管理等由公司总部进行条线管

理，销售、技术、采购根据其业务特点实行职能共享或由公司总部进行条线管理。 

对于控股子公司，公司推动各出资方对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按照控股子公司的章程，建立了股东(大）

会、董事会、经营层等治理架构，各司其职，有效运作。控股子公司的董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公司通过委派董事参与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其董事会决策，经营层在董事会领导下开展日常经营，以适应市场激烈竞争。 

（2）采购模式 

公司制订了全套采购管理制度，采购模式具体情况如下： 

年销售规模超过1亿元的子公司的采购业务由本公司采购部统一负责。公司采购部根据计划部门的年度、月度和临时（急

件）需求计划，结合交期及市场资源状态制定相应采购计划，落实供应商的管理、供应商的选择及价格确定、合同签订、订

单下发、采购跟踪、提交付款申请等全部采购工作。年销售规模小于1亿元的子公司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商管理、选择及价格

确定由公司采购部统一负责，子公司采购部门负责所有物料采购计划的制订、主要原材料的采购实施工作、普通原材料的全

部采购工作。 

（3）生产模式 

由于香精在单个终端产品上的使用量较小，下游企业每一批次采购香精的数量有限，加之下游客户众多，因此公司通过

多批次、小批量的方式组织生产，以满足各类客户不同的需求。在生产的组织和实施上，公司采用计划生产与以销定产相结

合的生产模式：计划部门根据年度销售合同以及销售预测，制定年度生产计划，并根据每月实际销售订单实时调整月度生产

计划，由生产部门组织实施生产。 

（4）销售模式 

由于香精产品需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公司大部分产品销售采用直销模式，并依据客户的企业性质及采购模式不同，分

别采取参加招投标、竞争性谈判、询价报价等形式。考虑到部分中小型企业实际需求和成本承受能力，对于少量通用产品，

公司采用买断式经销方式向中小客户销售。公司以自产产品的销售为主，同时为满足客户订单需求及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

存在少量非自产产品的销售。 

4、行业信息 

（1）行业特点 

①行业经营模式 

香精是由多种香原料、溶剂或载体以及其他辅料调配而成的芳香类混合物，通常直接用于增加各类终端产品的香气和香

味，其调配包含精湛的科学技术，又具有高超的艺术性，对终端产品的品质起着重要作用。在单个终端产品上，香精的使用

有一定比例，因此下游企业每一批次采购香精的数量有限，而且由于下游终端产品品种繁多，香精产品的种类也较多，为满

足各类企业不同的需求，香精生产企业通常通过多批次、小批量的方式组织生产。 

香精生产企业一般“以销定产”，同时保持一定量的存货；通过计划部门衔接销售、生产和采购，按计划组织生产和原材

料采购。为保证能及时的保质保量完成销售订单，香精企业通常保持一定量的原材料存货以及少量产成品存货。 

由于香精产品需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香精生产企业通常采用直销以及经销的方式向下游客户销售。 

②行业的区域性 

香精产品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在生活习惯、爱好等方面存有差异，导致其在香精产品需求

方面存有差异。香精产品的消费具有一定的区域特性。 

③行业周期性 

香精行业的周期性不明显。食用香精下游主要是食品行业，日用香精下游为日化消费品行业，上述行业抗周期性较强。 

④行业季节性 

香精行业的季节性主要受下游消费影响。对食用香精来说，受冷饮、饮料等季节性消费的影响以及春节等节日性食品消

费影响，一般二、三、四季度销量相对较大，一季度销量相对减少。日用香精的季节性特征不明显。 

（2）行业发展状况 

长期而言，香精的消费量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食品、日用品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促

进了香精行业增长。2010年至2019年，国内香精香料行业规模持续增长，根据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数据，2019年中

国香精香料市场规模449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8.42%。 

（3）行业发展趋势 

①经济发展带动香精行业需求持续增长 

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的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也不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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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2,447元，比上年增长2.0%，2012年至2020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8.07%，国民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消费的持续增长，为香精下游行业食品饮料、日化等行业发展提供了良机，而

下游行业的快速发展又给中国香精行业带来增长的市场空间。 

②消费升级推动香精行业精细化发展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对于食品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转变，一方面，市场消费需求从早期的“温饱型”向追求“新颖

时尚”口味的多元化、个性化消费需求迅速转变；另一方面，消费者越来越关注食品的天然成份、碳水化合物含量、脂肪含

量、清洁标签等健康因素，新型甜味剂、功能性原料、植物基食品等成为行业探索的重要方向。消费升级带来的食品品质、

健康、个性化、体验感属性逐渐凸显，食品工业的产业升级正成为时下的主流，推动香精行业与终端客户一同探索开发更天

然、健康、优质的产品。 

③行业集中度将逐渐提升 

因地域性消费习惯及消费水平的不同，食品、饮料、日化等领域的产品非常丰富，从而使得香精的种类繁多，行业集中

度较低。目前，我国共有香料香精企业1,000余家，大多属于中小型企业。国内中小型香精企业在消费前端信息采集、市场

研究、原料的使用、基础研究、实验设备等环节投入较少，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主要集中于细分领域的产品开发及销售。

随着消费者品牌意识的增强，技术的进步、投资增加、行业的兼并收购加剧，行业集中度将逐渐提升。 

（4）行业变化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1996年成立以来一直从事香精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研发创新、技术专利、产品服务、营销网络以及客户资源

方面取得了领先优势，成长为中国香精行业的领先企业，树立起良好的品牌形象。公司积极在行业发展中寻求机遇，持续聚

焦主业，努力培育新的增长点，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不断提升香精与食品配料业务的竞争能力，确保公司持续稳健经营。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094,459,854 2,185,338,829 2,185,338,829 -4.16% 2,169,074,354 2,169,074,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80,204,657 1,235,528,865 1,235,214,129 -4.45% 1,175,693,277 1,175,692,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6,761,980 1,117,665,317 1,117,586,633 -5.44% 1,064,590,822 1,064,590,8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88,595,232 1,297,541,773 1,297,541,773 -16.10% 1,267,574,109 1,267,573,2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2 2.01 2.01 -4.48% 1.94 1.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2 2.01 2.01 -4.48% 1.94 1.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4% 15.50% 15.50% 0.14% 14.57% 14.5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8,349,999,362 8,378,706,551 8,379,346,156 -0.35% 9,627,082,061 9,627,223,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722,651,979 7,772,240,105 7,772,066,861 -0.64% 8,988,630,484 8,988,77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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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45,224,013 490,424,919 507,193,557 651,617,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9,023,191 277,064,547 273,658,410 360,458,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2,808,351 217,680,029 252,735,894 333,537,7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412,508 348,973,577 297,672,762 283,536,38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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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29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75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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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烽国际投资控股(中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1.10% 499,500,000 499,500,000   

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共青城

东证田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87% 23,820,000    

共青城南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4% 13,780,000    

梁觉森 境内自然人 1.24% 7,615,70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其他 0.85% 5,26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6% 3,421,37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启元三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3% 3,260,712    

齐志艳 境内自然人 0.47% 2,888,800    

盈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顺荣成长基金 其他 0.25% 1,549,197    

于俊峰 境内自然人 0.20% 1,211,7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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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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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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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国际上，面临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等各

类不利因素，国内，则存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不利局面。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公司迎难而上，在坚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以“让生活变得绿色、营养、健康”为使命，推进业务转型，把握行业消费升级趋势，加大“绿色、健康、营养”产品

创新力度，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同时不断完善管理体系建设和集团化管控模式，实施精细化管理，提升管理效率，尽可能将

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09,445.9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16%。其中，受下游市场需求变化影响，食用香精

收入同比减少3.46%，食品配料收入同比减少28.72%。日用香精由于新品销售增加、华北市场新客户开拓等共同影响，收入

同比增长20.23%。公司实现利润总额138,901.4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8,020.47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4.45%。基本每股收益为1.92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48%；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5.64%，较上年同期增长0.14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进行了以下重点工作： 

1、推进技术创新，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公司将行业研究、趋势研究与公司技术体系有机接合，通过持续领先的研发

实力不断开拓业务范围，通过市场洞察构建贴近市场的产品体系，推出具有高附加值的创新型产品，打造多元化的产品结构，

保证公司核心竞争力。 

（1）食用香精板块重点关注槟榔、乳品、饮料、新型烟草等领域。 

食品用香精方面通过对植物提取、乳化、酶解、热反应、微胶囊等方面的不断研究，使得公司在原料来源、调香能力、

工艺改进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技术研发成果的基础上，公司新型乳化香精实现量产；植物提取技术解决了原植物提取物

产品不耐温的痛点，藤椒提取物香精、斑斓粉末香精、槟榔用草本提取物香精等均已形成销售；应用热反应技术的蛋黄香精

获得客户订单；酶解酸奶、酶解奶油、酶解黄油等3款产品已形成小规模订单；开发出了低温喷雾干燥、造粒、包衣等微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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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产品，受到市场认可。 

公司持续关注新型烟草的发展态势及业务机会。公司积极开展烟用香精在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中的应用研究，包括关键

成份的分离纯化、香精的安全性研究、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感官评价方法等，针对性选择、精制、开发了适用的香精产品，

形成了相关样品库和数据库，并在海外进行了前期研发的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香精的试产。公司针对雾化电子烟核心技术进

行研发，包括雾化电子烟专用香精、电子烟油、电子烟用雾化芯、烟具结构与烟油匹配技术等，电子烟油产品初步实现销售。 

（2）食品配料板块重点关注珠形胶囊、坚果炒货、休闲膨化等领域。珠形胶囊系列进行了粒径、外观、口感、内容物

全方位的技术升级，针对不同食品开发出美观与口感并重的珠形胶囊，行业首创成功研发活菌型益生菌珠形胶囊，继续引领

珠形胶囊食品发展；针对辣条等产品防腐应用等行业痛点，采用天然香原料，开发了防腐型液体香精，直接替代合成防腐剂，

满足市场对天然健康食品的需求；休闲湿辣类大豆蛋白制品领域、坚果炒货领域也通过技术革新改进了生产工艺，进一步扩

大公司产品的应用技术优势。 

    （3）日用香精板块重点关注个人护理、织物洗涤、家居护理、香水香氛等领域，进一步丰富产品线，填补公司现有业

务的空白，获得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收入保持较高的增长，并且进行产品结构调整，提升综合毛利率，净利润增幅较大。

公司结合抗疫需要推出了一系列消毒杀菌类产品，广泛应用于除菌消毒液、除菌洗手液等；LTB天然素系列产品有序开发，

申请了多项专利；开发了一系列液体微胶囊香精的香型，并对其在洗衣液、洗衣凝珠和留香珠的专业应用进行研究；进行了

香水香精开发，为其他板块的降维应用打下扎实基础；跨界开拓环境香氛新市场，如汽车香氛，空调香氛等，取得了较好的

市场反馈。 

2、启动数字化建设，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已启动信息化平台建设，升级OA协同办公系统和全面预算管

理系统，提升运营管理能力，不断提质增效；同时，公司优化各项管理制度和相应的流程，有效提高专项工作的推进效率。 

3、多措并举培养人才，积极传播企业文化。公司开设华宝大讲堂，定期邀请公司内外行业专家直播授课，开展了包括

员工基本素养培训、知识类培训、技能类培训及合规类培训等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在最大限度满足企业业务发展需要的同

时，为员工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通道和平台。公司开展企业文化大研讨等活动，加快企业文化建设和品牌传播，让全体员工

通过参与企业文化理念体系的打造，增进对华宝企业文化的认知、理解和认同。 

4、积极参加行业展会，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公司获得多项荣誉，荣登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轻工业百强企业综合榜单（2019

年度）》，蝉联中国上市公司百强高峰论坛“中国百强企业奖”，荣获第22届上市公司金牛奖—2019年度金牛最具投资价值奖、

2020 金质量奖—公司治理奖、第11届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天马奖—最佳投资者关系奖和最佳董事会奖。子公司上海华

宝孔雀香精有限公司荣膺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颁发的“优秀研发团队”等荣誉。公司董事、总裁袁肖琴女士获得“上

海市（第五届）工商业领军人物”称号。公司积极参加各类行业展会和学术研讨会，展现“创新+构建独特体验”的核心能力，

树立“美味生活引领者”的品牌高度。 

5、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公司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积极配合国内及境外子公司所在国采取的防疫举措，毫不

松懈的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实现全员零感染，确保了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企业的稳定经营。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食用香精 1,910,872,600 1,524,505,263 79.78% -3.46% -3.37% -1.9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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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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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

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

准则。 

2020年4月24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新旧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新收入准则，将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

间信息不予调整。该准则的实施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

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知》（财会

〔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

求母公司或子公司在境外上市且按照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其境外财务报表

的企业，可以提前执行本准则，但不应早于其

同时执行我部2017年3月31日印发的《企业会计

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2017年7

月5日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

日期。 

2020年4月24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新旧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新租赁准则，对所有租入资产按照未来应付租金的最低

租赁付款额现值（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

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

折旧及未确认融资费用，对于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

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20年1月1日总资

产、总负债以及所有者权益影响具体如下，调整后公司

资产负债率由5.89%上升至6.40%，整体对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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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a. 合并范围增加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州华宝食品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设立江西华宝食品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华宝香精（香港）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设立鹰潭福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于2020年11月设立鹰潭博裕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鹰潭博裕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11月收购同一控制下企业深圳市东江创展商贸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鹰潭博裕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11月收购同一控制下企业深圳立场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Sino Investment High-Tech Limited于2020年12月设立Warlbor Asia Pacific PTE.LTD。 

b. 合并范围减少 

本公司于2020年6月处置控股子公司拉萨味天下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上海味满天下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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