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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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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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74,399,534.70元。鉴于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公司拟2020年度不向股东分配利润，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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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城乡 60086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陈红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23号 

电话 010-68296595 

电子信箱 bg8225@sina.com或cxdb@bjcx.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以商业和旅游服务业为主，文创及物业等其他业态为补充，

商业主要经营模式包括联营、自营及租赁，其中主要采取联营和租赁的经营模式。  

    百货零售及购物中心系主要指公司经营的城乡华懋商厦及城乡世纪广场。城乡华懋商厦位于

公主坟商圈，经营定位为有温度的区域型购物中心。城乡世纪广场经营定位为家庭式购物体验为

主的时尚购物中心。 

    综合超市主要指公司经营的城乡 118 超市，包括 118 超市苏州桥店，位于中关村商圈，经营



涉及吃、穿、用等二十几个大类近四万多种商品；118 超市小屯店位于丰台区小屯地区，经营涉

及生鲜日配、粮油副食、休闲食品、礼品保健、酒水饮料、糖果糕点、洗涤洗化、文体百货、服

装鞋帽、针纺床用、生活家电等品类及 118超市公主坟店。  

    社区超市系指北京城乡 118 超市下辖的各个社区店和便利店。其立足于社区，为社区居民提

供购物、家政服务、送餐送水、洗衣、快递收发、代办票务等便利的一站式服务，形成社区服务

终端。              

   （1）联营：指百货企业与供应商的合作经营方式。即供应商提供商品在百货企业指定区域设

立品牌专柜由公司营业员及供应商的销售人员共同负责销售。在商品尚未售出的情况下，该商品

仍属供应商所有，百货企业不承担该商品的跌价损失及其他风险。在结算方面，百货企业与供应

商约定分成比例，百货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确认商品销售收入，并按零售价格减去与供应商分

成比例之后的金额确定销售成本。公司目前采用联营模式经营所涉及的品类主要有服装、运动、

鞋帽、针织、内衣、寝具、箱包、家居用品、玩具、化妆、珠宝、钟表、食品、家电等。  

    （2）自营：即百货企业直接采购商品后，购销商品验收入库后纳入库存管理，百货企业负责

商品的销售，承担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通常百货企业与供应商约定一定的退货换货率，

以及建立因市场变化而发生的调价补偿机制。其利润来源于百货企业的购销差价。公司目前采用

自营经营模式所涉及的品类主要有烟酒、饮料、部分化妆品、日用品等。  

    （3）租赁：指商户在门店内租赁部分场地开展经营，商户向门店定期缴纳租金。公司目前采

用租赁模式涉及的项目主要是餐饮、休闲、娱乐等。  

    （二）公司主要发展业态行业趋势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国统筹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扩大内需

战略以及各项促进消费政策显效发力，经济稳健复苏，市场销售逐季改善，商业模式创新发展，

消费升级持续发展。 

一、市场销售持续回升，消费复苏态势逐步巩固。  

市场销售逐季改善。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1,981亿元，比上年下降 3.9%，降幅比

前三季度收窄 3.3个百分点。市场销售呈现逐季恢复态势。一季度，消费市场受到疫情明显冲击，

市场销售大幅下降 19.0%。随着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好转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多项政策措施持续显效，

市场主体加快复商复产，居民消费需求稳步释放。二季度市场销售降幅明显收窄，三季度增速首

次转正。四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6%，增速比三季度加快 3.7 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复苏态势持续。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继续保持增长，市场销售连续五个月



同比正增长。从消费市场复苏进程看，7月份，商品零售额月度增速转正；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月度增速转正；9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季度增速转正；10 月份，餐饮收入月度增速

年内首次转正；12月份，餐饮收入季度增速转正。 

住宿业经营改善。住宿业经营情况明显恢复。2020年限额以上住宿业企业客房收入降幅比前

三季度收窄 8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大幅收窄超过 25个百分点。 

二、新型消费模式加快发展，实体店消费明显改善 

线上消费较快增长。受疫情影响，居家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宅经济”带动新型消费模式加快

发展。2020年，全国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0.9%，增速比前三季度加快 1.2 个百分点。其中，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4.8%，明显好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4.9%。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类和用类商品零售额增速较快，

分别增长 30.6%和 16.2%。在线上消费快速增长带动下，全年快递业务量超过 830亿件，比上年增

长超过 30%。 

线下消费明显改善。疫情对接触式消费的影响更为明显。一季度，实体店铺客流急剧下降，

商品销售大幅下降。随着居民生活秩序恢复，居民外出消费活动稳步增加，实体店客流显著回升，

线下消费明显复苏。2020 年，限额以上超市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3.1%，增速比前三季度加快

0.2个百分点；百货店、专业店和专卖店商品零售额降幅分别比前三季度收窄 6.8、3.8和 5.4个

百分点，分别比一季度收窄 25.1、19.3和 27.3个百分点。 

三、升级类商品零售表现亮眼，势头向好 

疫情初期，基本生活类及医药类商品快速增长。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升级类商品消费需

求持续释放。2020年，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化妆品类和通讯器材类

等消费升级类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分别增长 5.8%、8.4%、9.5%和 12.9%，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平

均水平。分季度看，四季度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金银珠宝类、化妆品类和通讯器材类

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1.9%、17.3%、21.2%和 26.0%，增速分别比三季度加快 3.7、5.0、7.1

和 16.0个百分点。 

2020年，新冠疫情给消费市场带来严重冲击，但经过努力，消费市场经受住了严峻考验。2021

年，随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扩内需、促消费政

策将持续起效发力，消费市场稳定恢复的基础将更加牢固，有望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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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245,539,920.43 3,501,003,109.08 -7.30 3,743,200,929.29 

营业收入 704,015,239.15 2,156,216,692.83 -67.35 1,919,455,4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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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510,698.41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399,534.70 9,890,111.67 -852.26 40,440,72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970,740.10 -75,079,058.53 -11.84 22,160,12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60,618,704.58 2,341,354,338.26 -3.45 2,346,689,722.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485,517.94 -67,891,642.11 164.05 38,187,082.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48 0.0312 -852.56 0.12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48 0.0312 -852.56 0.12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3 0.42 减少3.65个百分点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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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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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210,962.27 145,852,254.93 182,011,398.76 197,940,62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415,432.06 -29,032,267.32 -13,114,765.92 31,162,93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0,528,477.53 -32,943,774.71 -17,079,097.81 26,580,609.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19,795.39 -12,926,218.97 72,185,787.11 14,545,7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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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78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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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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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0 108,452,397 34.23   无   国有法人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4,782,100 4,782,100 1.51   无   其他 

吴建星 3,940,001 3,940,001 1.24   无   境内自然人 

刘元涛 2,834,100 2,834,100 0.89   无   境内自然人 

吴晶晶 2,354,800 2,354,800 0.74   无   境内自然人 

林美女 2,268,100 2,268,100 0.72   无   境内自然人 

王万奎 2,221,600 2,221,600 0.70   无   境内自然人 

吴亚军 1,980,380 1,980,380 0.63   无   境内自然人 

赵娟 1,870,000 1,870,000 0.59   无   境内自然人 

卫晓岩 -750,550 1,750,050 0.55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未知这十家

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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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

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

所 

北京城乡贸

易中心股份

有限司 2015

年公司债（第

一期） 

15城乡

01 

122387 2015年6

月 30日 

2020年6

月 29日 

0.00 4.98 本期债券按年

付息、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

金一起支付。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于 2015年 6 月 30日发行公司 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次债券”或

“15 城乡 01”）。按照《关于“15 城乡 01”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上调的公告》，“15城乡 01”的票

面利率为 4.98%，每手本期债券兑付本金为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49.8 元（含税）。于 2020 年 6

月 30日开始支付本次债券自 2019年 6月 30日至 2020年 6月 29日期间的利息和本期债券本金（债

券本金 7,000万元）。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公司 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20年本息兑付及摘牌公告》。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未发生不利变化，且发行债券兑付兑息不存在违约情况，公司未发现可

能导致未来出现不能按期偿付情况的风险，公司无涉及或可能涉及影响债券按期偿付的重大诉讼

事项。公司聘请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公司债券的评级报告出具机构，根据 2020 年 6

月 12 日出具的相关评级报告，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

为稳定，报告表示公司偿还债务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26.79 29.69 -9.77 

EBITDA全部债务比 0.21 0.49 -57.14 

利息保障倍数 -3.44 2.60 -232.31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业务主要包括：销售商品、物业租赁、商务酒店、旅游、房地产销售等。2020 年度 55%

以上主营业务收入来自于销售商品，主要业态为购物中心、综合超市、社区超市。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加强常态化疫情管理，稳步强化主业，持续多业态发展，推进调

整，有序开展各项业务。 

一是商业板块面对疫情对实体商业的冲击，主动出击，深入落实平效调改工作，调整经营布

局，优化品牌结构，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下促销活动，加快销售回升步伐。同时，针对顾客消费习

惯的改变，以及线上消费对线下消费的分流与冲击，加快数字化升级步伐，发力线上渠道，初步

实现店网一体化经营。 

城乡购物中心公主坟店及时上线小程序商城“城乡购”，把商城从线下搬到了线上，从单一的

线下零售商已经跨越到了线上线下融合的双渠道零售商。在近 8 个月的运营时间里，商厦借助自

媒体线上商城平台进行直播带货，同时开通抖音直播。线上营销进行了有益尝试，力求多渠道销

售，实现了从实体零售到线上商城的闭环。 

城乡 118公司以小屯店作为试点，建立前置仓，以现有经营客流作为切入点，深耕周边社区，

推出了社区线上购物微商城“城乡即时达”业务，提供即时送达服务。同时城乡 118 公司还从第

三方平台线上销售拓展向自有平台私域引流发展，以员工为依托搭建“员工惠”平台，尝试内部

员工线上预售业务，并根据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指引，将“员工惠”业务向团购业务升级转

型。从而提高线上运营能力、完善商品配置，促进公司线上业务提升，弥补线下客流、销售额流

失，使之成为公司销售业务新的增长点，实现店网一体化打造。 

二是旅游板块 2020年受到重创，文旅部要求全国旅行社暂停经营组团和“机票+酒店”业务，

订单取消，公司主要业务停摆。新华旅游及时调整业务方向，除继续加强与原有景区的票务合作

外，积极推进业务升级，对接上游旅游资源，探索、开展目的地运营模式，做好乡村文旅平台搭

建及资源对接工作。 



    三是物业板块以城乡时代为龙头，面对因疫情冲击出现租户倒闭和退租的风险，物业企业积

极响应政策要求，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与企业共克时艰。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结合市场

变化，保证租户履约。同时积极开展多渠道招租工作，解决空置问题。大力提高物业服务水平，

打造城乡品牌，提升入驻企业体验，通过提升园区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租金水平和出租率。 

 

1.1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704,015,239.15 2,156,216,692.83 -67.35 

营业成本 345,694,288.48 1,480,905,717.34 -76.66 

销售费用 211,071,862.66 349,965,286.59 -39.69 

管理费用 193,190,311.37 286,368,486.39 -32.54 

财务费用 12,779,289.78  12,969,331.23 -1.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485,517.94 -67,891,642.11 164.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359,287.60 127,034,592.83 -52.4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876,416.13 -125,208,812.53 13.84 

 

1.2收入和成本分析 

    （1）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67.35%，主要原因为：新收入准则影响，同时，受疫情影响各板块

收入、成本均有所减少。 

    （2）营业成本同比下降 76.66%，主要原因为：新收入准则影响，同时，受疫情影响各板块

收入、成本均有所减少。 

  

1.2.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销售商品收入 373,524,103.80 246,993,338.85 33.87 -70.37 -77.05 增加 19.26个百分点 

租赁收入 181,332,777.41 39,713,499.47 78.10 -26.81 -5.70 减少 4.9个百分点 

酒店收入 20,419,396.94 - 100.00 -65.06 -100.00 增加 11.79个百分点 

旅游服务收入 53,234,420.26 54,421,647.25 -2.23 -75.70 -74.43 减少 5.11个百分点 

修理费收入 - - - -100.00 -100.00 不适用 

房地产销售收入 3,398,579.05 1,989,607.33 41.46 - - 不适用 

物业管理费 11,233,367.76 - 100.00 -8.68 - 不适用 

其他收入 29,378,718.18 2,576,195.58 91.23 -0.43 -12.90 增加 1.25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北京 672,521,363.40 345,694,288.48 48.60 -63.25 -74.25 增加 21.98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销售商品收入变动较大系本报告期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联营业务收入由总额法变更为净额

法核算所致，酒店收入、旅游服务收入变动较大系本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酒店及旅游服务

行业持续低迷，租赁收入由于疫情影响减免部分供应商租金所致。    

 

    1.2.2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适用 √不适用  

 

1.2.3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

额较上

年同期

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销售商品收

入 

销售商品成本 246,993,338.85 71.45 1,076,435,196.61 72.69 -77.05 主要是新冠疫

情及新收入准

则共同影响 

租赁收入 租赁成本 39,713,499.47 11.49 42,113,658.68 2.84 -5.70   

酒店收入 酒店成本 - - 6,891,924.57 0.47 -100.00 主要是新收入

准则影响 

旅游服务收

入 

旅游服务成本 54,421,647.25 15.74 212,796,211.44 14.37 -74.43 主要是新冠疫

情影响所致 

修理费收入 修理费成本 - - 1,483,302.46 0.10 -100.00 主要是本期未

发生修理业务 

房地产销售

收入 

房地产销售成

本 

1,989,607.33 0.57 - - - 主要是上期未

发生房地产业

务所致 

物业管理费

收入 

物业管理费成

本 

- - - - -   

其他收入 其他成本 2,576,195.58 0.75 2,957,804.35 0.20 -12.90   

 

1.3费用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销售费用 211,071,862.66  349,965,286.59  -39.69  

主要是本期受新冠疫情影响及公司开展“降本

减费”工作，人工成本、水电费、业务费等均

有所下降；上期子公司城乡一一八超市社区便

利店发生运营成本和关闭部分社区店发生一

次性成本共同影响所致 

管理费用 193,190,311.37  286,368,486.39  -32.54  

主要是本期受新冠疫情影响及公司开展“降本

减费”工作，人工成本等费用有所下降；上期

子公司城乡一一八超市关闭部分社区店导致

一次性成本增加和上期母公司出售沈阳房产

导致本期资产折旧费用减少共同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 12,779,289.78  12,969,331.23  -1.47   

 

1.4现金流 

1、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485,517.94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64.05%，主要是

上期子公司国盛兴业土地增值税清算支付的各项税费影响所致。 

2、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0,359,287.60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2.49%，主要

是上期母公司收到处置沈阳房产款项所致。 

3、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07,876,416.13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3.84%，主要是

本期偿还借款减少所致。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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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

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

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根据前述规

定，我公司于 2020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本公司与特定供应商采用联营模式进行合作，根据新收入准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企业应

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



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

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

的金额确认收入，该金额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

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或比例等确定”。 

公司的联营模式是指百货企业与供应商的合作经营方式。即供应商提供商品在百货企业指定

区域设立品牌专柜由公司营业员及供应商的销售人员共同负责销售。在商品尚未售出的情况下，

该商品仍属供应商所有，百货企业不承担该商品的跌价损失及其他风险。公司目前采用联营模式

经营所涉及的品类主要有服装、运动、鞋帽、针织、内衣、寝具、箱包、家居用品、玩具、化妆、

珠宝、钟表、食品、家电等。在原收入准则下，公司按照对最终顾客的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

收入（即“总额法”）。根据新收入准则规定，公司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

（即“净额法”）确认收入。 

“新收入准则”的实施对公司部分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产生一定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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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旧准则下收入指标对比：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新准则 

营业收入 704,015,239.15 1,353,410,474.89 -649,395,235.74 -47.98 

营业成本 345,694,288.48 716,036,198.33 -370,341,909.85 -51.72 

销售费用 211,071,862.66 312,028,587.66 -100,956,725.00 -32.35 

旧准则 

营业收入 1,283,891,029.22 2,156,216,692.83 -872,325,663.61 -40.46 

营业成本 898,144,718.13 1,480,905,717.34 -582,760,999.21 -39.35 

销售费用 238,497,223.08 349,965,286.59 -111,468,063.51 -31.85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公司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

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

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 1月 1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与销售

商品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将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进行区分。 

合同负债 128,519,600.01 

递延收益 -27,126,355.45 

预收款项 -106,818,873.12 



其他流动负债 2,737,431.17 

其他非流动负债 2,688,197.39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 12月 31日 

合同负债 126,535,968.47 

递延收益 -25,033,636.53 

预收款项 -107,398,427.23 

其他流动负债 3,415,284.46 

其他非流动负债 2,480,810.83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579,875,790.07 

营业成本 -552,450,429.65 

销售费用 -27,425,360.42 

②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财政部于 2019年 12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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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第 13号修订了构成业务的三个要素，细化

了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购买方在判断取得的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

构成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度测试”的方法。解释第 13号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包括企业所属

企业集团的其他共同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以及对企业实施

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企业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等。解释 13号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实施，本公司

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 

采用解释第 13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关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③财政部于2020年6月发布了《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

（财会[2020]10号），可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会计处理规定选择采用简化方法。 

本公司未选择采用该规定的简化方法，因此该规定未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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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王禄征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年 4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