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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5                              证券简称：煌上煌                              公告编号：2021-013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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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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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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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扣除回购证券专户

股数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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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煌上煌 股票代码 00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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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细华 万明琪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小蓝中大道

66 号 

江西省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小蓝中大道

66 号 

电话 0791-85985546 0791-85985546 

电子信箱 596130616@qq.com wmq1974_07@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主要业务为酱卤肉制品、佐餐凉菜快捷消费食品及米制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涵盖了鸭、鸡、鹅、猪、牛、

羊等快捷消费酱卤肉制品及水产、蔬菜、豆制品等佐餐凉菜食品和粽子、青团、麻薯、八宝饭、方便粥、月饼等米制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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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种已达二百多个。形成了以禽类产品为核心，畜类产品为发展重点，并延伸至其他蔬菜、水产、豆制品、米制品的丰富

快捷消费产品组合。产品主要特点为消费便利快捷、营养卫生安全，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为直营连锁、特许经营连锁和经销商三种经营模式。 

      直营连锁是指各连锁店由公司投资设立，公司对各直营店拥有控制权，统一财务核算，享有门店产生的利润，并承担

门店发生的一切费用开支，实行进货、价格、配送、管理、形象等方面的统一。 

      特许经营连锁是指公司与加盟商签订《特许专卖合同》，授权加盟商开设的加盟店在规定区域内使用公司的商标、服

务标记、商号、经营技术、食品安全标准、销售公司的产品，在统一形象下销售煌上煌品牌产品及提供相关服务。加盟商拥

有对加盟店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在具体经营方面须接受公司营销总部的业务指导。公司与加盟

店进行产品购销，货款结算采取“批提批结”，即当日报单提货必须结清上次货款。 

     经销商模式是指公司与特定的单位或个人签订经销合同，授予其经销资格并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通过其营销网络，将产

品销售给下级经销商或终端消费者的经营方式。 

 (三)公司业务资质 

1、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业务资质 

序号 持有人 
许可证/资质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颁发机关 许可/认证范围 

1 

煌上煌 

排污许可证 91360100158401226E001Y 2018.11.27 2021.11.26 南昌市行政审批局 / 

2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 
00119Q39423R5M/3600 2019.11.15 2022.12.10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酱卤肉、风味鱼、酱卤非

发酵性豆制品的生产 

3 
食品生产许

可证 
SC10436012111515 2020.6.11 2021.9.25 

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 

粮食加工品，调味品，肉

制品，速冻食品，蔬菜制

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

品，蛋制品，水产制品，

豆制品，食品添加剂 

4 
食品经营许

可证 
JY13601210040140 2020.9.1 2022.10.17 

南昌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

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含

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热

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

品制售 

5 

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

证书 

001FSMS1301334 2020.12.24 2022.12.10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酱卤肉、风味鱼、酱卤非

发酵性豆制品的生产 

6 
诚信管理体

系证书 
01-CCAI(赣）17-0002 2020.12.29 2023.12.2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

中心 

/ 

7 

广东煌

上煌 

食品经营许

可证 
JY34419240107085 2016.4.18 2021.4.17 东莞市场监督管理局 热食类食品销售 

8 
食品生产许

可证 
SC10444190004569 2018.6.7 2021.9.19 东莞市场监督管理局 

调味品、肉制品、蔬菜制

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

品，水产制品，豆制品 

9 

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

证书 

002FSMS1900014 2019.1.14 2022.1.13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

限公司 

酱卤肉制品、酱腌菜、非

发酵豆制品的生产 

10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 
00220Q20112R0M 2020.1.06 2023.1.05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

限公司 

酱卤肉制品、酱腌菜、非

发酵豆制品的生产 

11 

城镇污水排

入排水管网

许可证 

粤 莞 排 （ 2020 ） 字 第

0010029号 
2020.7.2 2025.7.1 东莞市生态环境局 / 

12 
广西煌

上煌 

食品生产许

可证 
SC12545014201056 2019.8.14 2024.7.1 

广西-东盟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豆制品、水产制品、蔬菜

制品、肉制品 

13 
辽宁煌

上煌 

食品生产许

可证 
SC10421011301122 2018.3.16 2021.5.19 

沈北新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调味品，肉制品，蔬菜制

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

品，水产制品，豆制品 

14 排污许可证 91210113691963155p001X 2018.12.20 2021.12.19 
沈阳市环境保护局蒲

河新城分局 
/ 

15 福建煌 食品生产许SC10435018100306 2018.7.3 2021.7.26 福清市市场监督管理调味品、肉制品、蔬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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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煌 可证 局 品、水产制品，豆制品 

16 

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

证书 

002FSMS1600014 2019.1.21 2022.1.20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

限公司 
/ 

17 排污许可证 91350181691909167J001Z 2020.3.5 2025.3.4   / 

18 独椒戏 
食品经营许

可证 
JY13601210084859 2020.3.4 2025.3.3 

南昌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

食品）销售 

19 

煌大食

品 

食品经营许

可证 
JY1360121002168(1-1) 2017.6.1 2022.5.31 

南昌县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

食品）销售 

20 排污许可证 91360100796978257A001Z 2018.11.26 2021.11.25 南昌市行政审批局 / 

21 
动物防疫条

件合格证 
36012150520190001 2019.12.25 2021.12.25 南昌县行政审批局 禽类屠宰加工 

22 
安全生产标

准化证书 
洪 AQBQG III 202000051 2020.6.30 2023.6 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

业（轻工） 

23 
HACCP体系

认证证书 
001HACCP2000496 2020.8.26 2023.8.25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 

24 

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

证书 

001FSMS2000405 2020.8.27 2023.8.26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 

25 
诚信管理体

系证书 
01-CCAI(赣）20-0006 2020.12.17 2023.12.1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

中心 

/ 

26 

真真老

老 

食品经营许

可证 
JY13304110101538 2016.4.12 2021.4.11 

嘉兴市秀洲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

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含

冷藏冷冻食品）销售 

27 排污许可证 91330411782931028K001Q 2019.10.31 2022.10.30 嘉兴市生态华环境局 / 

28 
食品生产许

可证 
SC11133041100803 2020.11.4 2023.8.29 

嘉兴市秀洲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罐头；速冻食品；粮食加

工品；调味品；方便食品；

糕点；蔬菜制品；水果制

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

品） 

29 

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

证书 

001FMS1300109 2020.12.31 2022.1.17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粽子（新鲜棕、真空棕、

速冻棕）、方便食品（米

粥制品、米饭制品）、银

耳羹罐头、熟粉糕点（热

调软糕类、冷调韧糕类、

冰皮饼）和糕团的加工 

 

1、公司拥有的绿色食品证书 
 

序号 持有人 产品名称 
核准产量

（吨） 
产品编号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1 

煌上煌 

麻酥鸭 300 LB-30-20101410758A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2020.10.22 2023.10.21 

2 酱鸭 500 LB-30-20101410757A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2020.10.22 2023.10.21 

3 酱卤鸭掌 20 LB-30-20101410756A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2020.10.22 2023.10.21 

4 酱卤鸭翅 20 LB-30-20101410755A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2020.10.22 2023.10.21 

 

（四）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1、行业发展状况 

(1)整体休闲食品行业 

休闲食品是指在休闲时光消费及食用的食品， 主要包括休闲卤制品、糖果蜜饯、烘焙食品、坚果、炒货、饼干和膨化

食品。根据 Frost&Sullivan 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休闲食品行业规模为 1,1555 亿元，5 年 CAGR 为 12.3%，预计 2020 年

休闲食品行业增速为 12.8%，行业规模达到 12,98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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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休闲卤制品细分品类 

根据 Frost & Sullivan 数据，预计休闲卤制品行业 2015-2020年总体市场规模复合增速 18.8%，高于休闲食品整体行业

增速（2015- 2020 年复合增长率达 12.3%）。结合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对休闲食品整体行业未来 5 年复合增速预测值（8%），

预计 2025年休闲卤制品市场规模预计达到 2,275 亿（2020E-2025E 复合增速 13%左右）。  

 
休闲卤制品在休闲食品行业的占比较低（9.2%），但行业增速领跑休闲食品各子板块。近5年平均增速达到18.8%。 
 

 
据 Frost&Sullivan 测算，2020 年家禽卤制品销售额达到 600 亿元，占休闲卤制品市场的 48.6%，5 年 CAGR 为 21.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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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卤制品细分赛道中成长性最好的一条赛道。 

 

 

家禽类卤制品市场份额最大                  家禽类卤制品CAGR最高 

 
 

2、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近年来，我国卤制品发展迅速，上游供给旺盛，原材料肉类产量较去年有较大幅度上升；下游由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迅速提高，从而使得下游需求旺盛；在两者共同催化下，卤制品行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张，近5年平均以18.8%增速保持增长，

同时市场集中度逐步提升。2020年中国休闲卤制品行业内前五大卤制品企业分别为绝味食品、煌上煌、周黑鸭、紫燕及久久

丫，市场份额合计占比仅19.23%，其中绝味和周黑鸭、煌上煌分别占比8.6%和3.32%、3.15%，上述三者在卤制品有着“鸭脖

三巨头”之称。目前休闲卤制品行业市场容量巨大，市场份额集中度仍然较低，随着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进一步提高，相当

一部分中小企业难以达到国家标准而被迫退出市场，市场份额会进一步向规模以上的企业集中，市场集中度也将会进一步提

高。 

公司2020年，面对疫情危机，公司加大对加盟商扶持力度，进一步提升消费者对公司品牌的认可度与忠诚度，转危为机；

同时公司顺应新零售的发展潮流，以“线上零售+品牌连锁”作为品牌建设布局的重点，不限时空的线上引流加上品牌连锁店

利于开展品牌营销活动及针对性的体验服务。经过公司多年的持续开拓，截止到2020年底公司在全国共开设了4,627家门店，

在江西、广东、福建、辽宁、广西、河南、陕西（在建）、重庆（在建）建有八大生产基地，同时计划今明年筹建浙江、山

东、京津冀生产基地，最终形成覆盖全国的连锁销售网络以及贴近市场生产基地的全国布局。 

公司多年来一直专注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食品细分领域标杆企业，并建立了六个率先的竞争优势：率先在行业内采

用双层蒸汽锅加工，告别传统煤球炉；率先在行业内发展连锁经营模式；率先在行业内启用冷藏导柜销售及冷链运输，确保

产品新鲜度；率先在行业内成功上市；率先在行业内开设24小时无人售卖店，开启智能零售新模式；率先在行业内建立酱卤

文化博物馆，发展工业旅游。 

同时，随着生活水准的提升和对健康的日益关注，更多消费者已将关注点放在了新鲜和健康方面，健康生活理念已逐步

被消费者接受。公司将以“为顾客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为核心，不断研究开发新鲜、低热、低脂、低糖、低盐等功能的健康型

酱卤食品，以满足消费者健康平衡膳食的需求和未来“健康、美味、快乐”生活理念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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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436,379,031.28 2,116,915,652.97 15.09% 1,897,578,65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2,172,604.89 220,382,668.42 28.04% 172,911,80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4,802,957.37 191,453,577.32 33.09% 160,352,852.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319,174.32 224,808,818.45 -44.26% 153,208,768.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0 0.429 2821% 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0 0.429 28.21% 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8% 11.12% 1.36%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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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3,026,744,153.59 2,764,886,665.84 9.47% 2,497,036,95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23,369,052.66 2,151,188,614.36 12.65% 1,895,010,2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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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658,855.66 823,977,230.40 569,730,988.96 502,011,95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196,359.95 92,352,877.52 75,707,923.78 48,915,44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904,681.26 88,351,284.35 68,433,464.90 38,113,526.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517,010.94 170,278,028.05 -39,539,358.12 -128,936,5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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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3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8,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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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60% 197,952,000    

新余煌上煌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94% 66,364,797    

褚建庚 境内自然人 5.65% 28,960,000 21,720,000   

褚剑 境内自然人 3.23% 16,544,000 12,408,000   

褚浚 境内自然人 3.23% 16,544,000 12,408,0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
-018L-FH002 

其他 1.87% 9,590,233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其他 1.34% 6,867,833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 深 

其他 1.07% 5,473,17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民营活力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7% 5,461,973    

中信证券－建设银行－中信

证券臻选价值成长混合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5% 4,875,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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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徐桂芬家族（徐桂芬、褚建庚、褚浚、褚剑），其中徐桂芬与

褚建庚系夫妻关系，徐桂芬与褚浚、褚剑系母子关系，褚建庚与褚浚、褚剑

系父子关系，褚浚、褚剑系兄弟关系。徐桂芬持有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40%

的股权，褚建庚、褚浚、褚剑各持有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20%的股权。新余

煌上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徐桂芬家族实际控制的

企业，其中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9%，徐桂芬持股 1%。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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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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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面对中美贸易战、全球疫情的不断反复和蔓延，疫情逐步常态化等严峻形势，尤其是年初疫情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活动造成较大冲击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审时度势、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全体员工通力协作、同心战疫、开拓创新，全力推

进公司战略，经营业绩实现逆势反弹，取得了较高质量的发展。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实现24.36亿元，同比增长15.09%(其

中：煌上煌肉制品加工业同比增长11.73%，米制品业务同比增长3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2亿元，同比增

长28.04%。 

面对“危”、“机”，2020年公司主动求变，创新经营模式，持续推进“品牌升级、产品升级、信息化升级、人才发展”四大

战略规划，努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体举措如下： 

一是疫情防控与应对方面，疫情爆发后公司第一时间组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积极

响应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携手全行业会员企业共同发起的“保障供应、稳定物价、持续开业“行动倡议，克服营运困难，稳定营

业时间，力争持续开业不闭店，与全国各行各业一道共克时艰、共渡难关。 

二是持续推进机场高铁火车站等高势能门店核心布局，通过优选、黄金占位加速商超综合体渠道布局社以及区电商新兴

渠道建设，强化系统开发，以战略和联盟的高度全面、高速、高质量地推进门店拓展在全国的布局。 

三是精准把脉市场需求，推动营销模式升级，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推进力度，推动传统营销向互联网营销的转型升级，

发展数字中心创新业务，通过两微一抖、淘宝、外卖、口碑&饿了么等O2O平台、网红直播、社区电商等互联网智能平台，

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渠道销售模式。推行“线上下单、线下自提”或“线上下单、门店配送”模式，以线下门店作为品牌推广、

产品体验、建立与顾客信赖的核心，以线上渠道作为获取提升顾客流量、高效洞察顾客需求、为线下门店赋能的枢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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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相互引流、深度联动，进而更高效、更广泛触达顾客。 

四是深化供应链升级，提升供应链运营效率。积极推进全国化产能布局，在原有东莞、沈阳等六大生产基地的基础上，

加快建设嘉兴、重庆、西安等三大基地，实行本地化、柔性化生产；建设智能工厂、数字车间，深化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

等技术装备的集成应用，导入智能制造MES系统和ERP系统，实现提产增效；建设国家禽肉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江西省

酱卤肉制品工程研究中心及院士工作站等多个产学研合作平台，不断加大研发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加符合口味、更高品质、

更营养健康的优质食品。 

五是推进质量管理升级，实现从源头到终端的全程品质把控。树立“安全是底线、品质即生命”意识，建立公司统一的质

量管理信息综合集成平台，制定包括原料、产品、卫生、工艺、基础设施等在内的国内一流企业质量标准，成立自有质量检

测中心，并顺利通过CMA（中国计量认证）资质认可，为公司提供从原料精选、仓储管理、口味定制、生产加工、物流配

送、门店销售“六层品质把关”，实现从源头到终端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推动公司质量管理向品质管理升级。 

六是创新品牌形象升级，实现企业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双提升。报告期公司加大品牌推广和投放力度，端午《平凡的滋

味》微电影，整合打通营销转化路径；特约赞助广东卫视《见多识廣》，捆绑节目IP玩转娱乐营销，并借此摘得“中国国际

广告节广告主奖-2020年度整合营销案例”桂冠；通过煌上煌X百事可乐玩味概念店传播，助力品牌年轻，并荣膺第九届

ADMEN“品牌年轻化案例”国际大奖；期间承载煌上煌企业及品牌历史的总社店第六代VI、SI品牌形象门店升级重装开业，

开启品牌新纪元。 

年初疫情期间，公司控股股东率先向红十字协会捐款1000万，传递品牌大爱，期后发起“抗疫万人祝福”，向援鄂医疗队

送家乡味，彰显企业担当。期间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精准扶贫行动，公司产品还被评定为“江西省消费扶贫产品”。 

七是加大人才培养和人才梯队建设，创新校企合作模式，通过管培生、订单班、星火班、新羽班等方式构筑人才储备池；

线上“煌埔云学堂”融合线下专题培训计划，逐步提升人员素质、夯实业务技能；期间借助SHL胜任力模型建立、人才盘点，

搭建HCM人力资源信息化应用平台强化人力资源管理，并有效承接公司未来五年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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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货产品 1,836,110,361.11 730,390,155.73 39.78% 13.60% 13.68% 0.03% 

米制品业务 434,394,437.48 123,631,588.59 28.46% 29.60% 28.9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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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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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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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

调整当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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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

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本公司执行该准则后对期初留存收益以及

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无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3号”），自2020

年1月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

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解释第13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

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13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

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解释第13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13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 

（3）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6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号），适用于按照《碳排放权

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排放单位中的相关企业（以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该规定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重点排放企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该规定。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 

（4）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2020年6月19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10号），自2020年6月19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进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

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对于属于该规定适用范围的租金减让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

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相应调整。本公司本期未受相关事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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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江西独椒戏食品有限公司、重庆煌上煌食品有限公司、南昌市煌上煌酱卤博物馆。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褚浚 

202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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