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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和 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和 2021 年 3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了《2019 年年度报告》和《2020 年年度报告》及年

报摘要。因工作失误，公司在计算 2019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时，将控股子公司持

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对应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全额计入 2019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

未扣除少数股东权益影响，使得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少计 64,846,890.74 元，原数据为 278,517,850.95 元，现更正为

343,364,741.69 元。同时由于上述原因影响，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上年增长比例由 111.46%调整为 70.55%。 

上述更正内容不影响 2019年度及 2020年度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

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资产、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等主要财务指标数据。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一、2019 年年度报告更正情况 

1. 报告第 6-7 页“七、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相关数据更正 

更正前： 

七、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

数据 
2019年 

2018年 
本期

比上

年同

期增

减(%) 

2017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827,311,231.86 1,920,350,961.60 1,909,916,699.53 47.23 1,637,320,993.22 1,626,620,617.73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508,352,099.33 478,292,043.97 478,349,800.78 6.28 1,667,436,181.96 1,656,936,412.41 

归属于上 278,517,850.95 248,642,906.91 248,794,773.03 12.02 198,282,380.29 188,033,864.80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769,218,069.52 448,896,593.75 449,474,543.03 71.36 206,308,656.91 197,659,085.09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期

末比

上年

同期

末增

减（%

） 

2017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

产 

8,038,562,877.51 7,831,478,466.60 7,777,463,091.71 2.64 7,905,899,380.78 7,851,826,249.08 

总资产 11,193,216,262.26 10,082,493,794.89 10,021,114,938.66 11.02 9,946,914,579.70 9,886,028,453.41 

 

(二)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 
2018年 本期比上

年同期增

减(%) 

2017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40 0.37 0.37 8.11 1.28 1.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40 0.37 0.37 8.11 1.28 1.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22 0.19 0.19 15.79 0.15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42 6.01 6.05 

增加0.41个

百分点 
23.13 23.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53 3.14 3.15 
增加0.39个

百分点 
2.75 2.63 

 

更正后： 

七、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

数据 
2019年 

2018年 
本期

比上

年同

期增

减(%) 

2017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827,311,231.86 1,920,350,961.60 1,909,916,699.53 47.23 1,637,320,993.22 1,626,620,617.73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508,352,099.33 478,292,043.97 478,349,800.78 6.28 1,667,436,181.96 1,656,936,412.41 

归属于上 343,364,741.69 248,642,906.91 248,794,773.03 38.10 198,282,380.29 188,033,864.80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769,218,069.52 448,896,593.75 449,474,543.03 71.36 206,308,656.91 197,659,085.09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期

末比

上年

同期

末增

减（%

） 

2017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

产 

8,038,562,877.51 7,831,478,466.60 7,777,463,091.71 2.64 7,905,899,380.78 7,851,826,249.08 

总资产 11,193,216,262.26 10,082,493,794.89 10,021,114,938.66 11.02 9,946,914,579.70 9,886,028,453.41 

 

(二)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 
2018年 本期比上

年同期增

减(%) 

2017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40 0.37 0.37 8.11 1.28 1.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40 0.37 0.37 8.11 1.28 1.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27 0.19 0.19 42.11 0.15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42 6.01 6.05 

增加0.41个

百分点 
23.13 23.1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36 3.14 3.15 
增加1.22个

百分点 
2.75 2.63 

 

2. 报告第 7 页“九、2019 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相关数据更正 

更正前： 

九、 2019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60,246,634.90 672,676,626.36 681,673,552.25 812,714,41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50,813,833.88 74,219,507.10 89,059,009.69 94,259,74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06,679,884.32 92,248,207.68 114,969,171.14 -35,379,412.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0,448,672.48 176,679,910.28 158,930,987.00 383,158,499.76 

 

更正后： 

九、 2019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60,246,634.90 672,676,626.36 681,673,552.25 812,714,41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50,813,833.88 74,219,507.10 89,059,009.69 94,259,74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06,679,884.32 92,248,207.68 114,969,171.14 29,467,478.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0,448,672.48 176,679,910.28 158,930,987.00 383,158,499.76 

 

3. 报告第 7-10 页“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相关数据更正 

更正前： 

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9年金额 附注（如适用） 2018年金额 2017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0,521,397.75   147,782,892.80 1,262,580,579.1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

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129,514.34    3,964,921.7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31,700,279.25   12,654,714.09 23,459,096.6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

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174,000.00   642,443.25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

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1,026,598.87   39,605.31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      



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

资产的损益 
30,758,753.10   71,093,621.02 32,515,216.69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

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

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

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1,119,198.2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24,091,354.76 183,382,328.4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43,173,604.40 

本期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

年初至今产生

公允价值变动

收 益

125,087,159.81

元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

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

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

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

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

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134,838.63   -3,770,336.77 10,320,448.5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60,413.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1,864,632.72   -1,524,719.29 -43,289,754.63 

所得税影响额 -3,091,643.62   -21,360,438.11 -3,779,034.87 

合计 229,834,248.38   229,649,137.06 1,469,153,801.67 

 

更正后： 

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9年金额 附注（如适用） 2018年金额 2017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0,521,397.75   147,782,892.80 1,262,580,579.1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

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129,514.34    3,964,921.7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31,700,279.25   12,654,714.09 23,459,096.6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

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174,000.00   642,443.25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

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1,026,598.87   39,605.31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

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

资产的损益 
30,758,753.10   71,093,621.02 32,515,216.69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

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

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

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1,119,198.2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24,091,354.76 183,382,328.4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43,173,604.40 

本期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年初

至今产生公允价

值 变 动 收 益

125,087,159.81元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

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

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           



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

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

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134,838.63   -3,770,336.77 10,320,448.5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60,413.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76,711,523.46   -1,524,719.29 -43,289,754.63 

所得税影响额 -3,091,643.62   -21,360,438.11 -3,779,034.87 

合计 164,987,357.64   229,649,137.06 1,469,153,801.67 

 

4. 报告第 11 页“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相关数据更正 

更正前：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增长。2019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282,731.12 万元，同比增长 47.23%，净利润 69,020.74 万元，同比增长 2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835.21 万元，同比增长 6.28%；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851.79 万元，同比增长 12.02%；基本每

股收益 0.40 元/股，同比增长 8.11%。 

 

更正后：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增长。2019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282,731.12 万元，同比增长 47.23%，净利润 69,020.74 万元，同比增长 2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835.21 万元，同比增长 6.28%；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336.47 万元，同比增长 38.10%；基本每

股收益 0.40 元/股，同比增长 8.11%。 

 

5. 报告第 238-239 页“十八、补充资料”相关数据更正 

更正前： 

十八、 补充资料 

1、 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1  币种：CNY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0,521,397.7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

还、减免 
129,514.3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

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1,700,279.2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174,000.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

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

益 

1,026,598.87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0,758,753.1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

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

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

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

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1,119,198.2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

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

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43,173,604.40 

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年初至今产生公允

价 值 变 动 收 益

125,087,159.81 元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

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12,134,838.6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60,413.88   

所得税影响额 -3,091,643.6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1,864,632.72   

合计 229,834,248.38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6.42 0.40 0.4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53 0.22 0.22 

 

更正后： 

十八、 补充资料 

1、 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0,521,397.7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

还、减免 
129,514.3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

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1,700,279.2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174,000.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

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

益 

1,026,598.87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0,758,753.1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

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

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

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 -1,119,198.24   



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

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

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43,173,604.40 

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年初至今产生公允

价 值 变 动 收 益

125,087,159.81 元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

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12,134,838.6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60,413.88   

所得税影响额 -3,091,643.6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76,711,523.46   

合计 164,987,357.64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6.42 0.40 0.4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36 0.27 0.27 

 

 



二、2020 年年度报告更正情况 

1. 报告第 6-7 页“七、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相关数据更正 

更正前： 

七、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18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538,782,258.20 2,841,997,914.83 2,827,311,231.86 24.52 1,927,678,687.43 1,909,916,699.53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

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

营业收入 

/ / /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11,588,034.19 500,182,801.09 508,352,099.33 2.28 465,181,431.06 478,349,80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71,667,410.21 270,348,552.71 278,517,850.95 111.46 235,532,294.00 248,794,773.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34,654,851.11 786,335,359.46 769,218,069.52 31.58 465,306,284.60 449,474,543.03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

同期末增减 

（%） 

2018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8,417,735,060.99 8,018,377,566.17 8,038,562,877.51 4.98 7,859,386,523.44 7,777,463,091.71 



总资产 11,187,229,996.25 11,204,741,411.31 11,193,216,262.26 -0.16 10,117,704,555.95 10,021,114,938.66 

 

(二)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18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40 0.40 0.00 0.37 0.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40 0.40 0.00 0.37 0.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22 0.22 104.55 0.19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23 6.31 6.42 减少0.08个百分点 5.85 6.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94 3.45 3.53 增加3.49个百分点 2.96 3.15 

 

 

更正后： 

七、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18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538,782,258.20 2,841,997,914.83 2,827,311,231.86 24.52 1,927,678,687.43 1,909,916,699.53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

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 / /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11,588,034.19 500,182,801.09 508,352,099.33 2.28 465,181,431.06 478,349,80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1,667,410.21 335,195,443.45 343,364,741.69 70.55 235,532,294.00 248,794,773.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34,654,851.11 786,335,359.46 769,218,069.52 31.58 465,306,284.60 449,474,543.03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

同期末增减（%

） 

2018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417,735,060.99 8,018,377,566.17 8,038,562,877.51 4.98 7,859,386,523.44 7,777,463,091.71 

总资产 11,187,229,996.25 11,204,741,411.31 11,193,216,262.26 -0.16 10,117,704,555.95 10,021,114,938.66 

 

(二)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18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40 0.40 0.00 0.37 0.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40 0.40 0.00 0.37 0.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27 0.27 66.67 0.19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23 6.31 6.42 减少0.08个百分点 5.85 6.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94 4.27 4.36 增加2.67个百分点 2.96 3.15 

 

 

 



2. 报告第 8-9 页“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相关数据更正 

更正前： 

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20 年金额 

附注

（如适

用） 

2019 年金额 2018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227,917.69   50,521,397.75 147,782,892.8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

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129,514.3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2,134,272.32   31,700,279.25 12,654,714.0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174,000.00 642,443.25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

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362,850.83   1,026,598.87 39,605.31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9,615,202.05   30,758,753.10 71,093,621.02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

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1,119,198.2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120,901,881.14   143,173,604.40 24,091,354.7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

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50,824.95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655,699.36   -12,134,838.63 -3,770,336.7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560,413.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21,071,118.86   -11,864,632.72 -1,524,719.29 

所得税影响额 -4,939,545.56   -3,091,643.62 -21,360,438.11 

合计 -60,079,376.02   229,834,248.38 229,649,137.06 

 

更正后： 

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20 年金额 

附注

（如适

用） 

2019 年金额 2018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227,917.69   50,521,397.75 147,782,892.8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

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129,514.3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2,134,272.32   31,700,279.25 12,654,714.0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174,000.00 642,443.25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

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362,850.83   1,026,598.87 39,605.31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9,615,202.05   30,758,753.10 71,093,621.02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

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1,119,198.24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120,901,881.14   143,173,604.40 24,091,354.7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

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50,824.95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655,699.36   -12,134,838.63 -3,770,336.7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560,413.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21,071,118.86   -76,711,523.46 -1,524,719.29 

所得税影响额 -4,939,545.56   -3,091,643.62 -21,360,438.11 

合计 -60,079,376.02   164,987,357.64 229,649,137.06 

 

 

3. 报告第 13 页“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相关数据更正 

更正前：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增长。2020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353,878.23 万元，同比增长 24.52%，净利润 70,920.98 万元，同比增长 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158.80 万元，同比增长 2.28%；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166.74 万元，同比增长 111.46 %；基本

每股收益 0.4042 元/股，同比增长 0.70%。 

更正后：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增长。2020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353,878.23 万元，同比增长 24.52%，净利润 70,920.98 万元，同比增长 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158.80 万元，同比增长 2.28%；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166.74 万元，同比增长 70.55 %；基本

每股收益 0.4042 元/股，同比增长 0.7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及《2020 年年度报告》其他

内容不变，年报摘要做相应修改。更正后的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及《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将更正

后的《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就上述更正事项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加强

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避免类似问题出现，欢迎并感谢投资者对公司的经营和信

息披露工作进行持续监督。 

特此公告。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