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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财务信息更正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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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更正不影响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等财务指标，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
一、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的概述
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按财
政部相关通知规定的时间，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第 14 号——收入》
（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年
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在年报编制过程中，公司结合新收入准则应用
指南，重新对新收入准则的执行情况进行梳理，经与会计师充分沟通
论证后确定报告期内部分业务应按净额法确认收入。
因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0 年半年度报告以及 2020 年
第三季度报告已披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更正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
于公司财务信息更正的议案》，现对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0 年
半年度报告及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及
相关经营数据项目进行更正。

二、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的具体情况及影响
（一）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的具体情况
1、对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项目及经营数据更正
如下：
（1）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 年第一季度
（调整前）

项目

调整金额

2020 年第一季度
（调整后）

一、营业总收入

267,422,256.38

52,651,168.50

214,771,087.88

其中：营业收入

267,422,256.38

52,651,168.50

214,771,087.88

二、营业总成本

268,430,719.29

52,651,168.50

215,779,550.79

其中：营业成本

247,559,202.92

52,651,168.50

194,908,034.4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 年第一季度

项目

调整前
营业收入

上年同期

调整后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267,422,256.38 214,771,087.88 317,961,466.39 -15.89 -32.45

2、对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表项目及经营数据更正如
下：
（1）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 年半年度
（调整前）

项目

调整金额

2020 年半年度
（调整后）

一、营业总收入

545,935,097.48

127,216,216.18

418,718,881.30

其中：营业收入

545,935,097.48

127,216,216.18

418,718,881.30

二、营业总成本

546,588,382.86

127,216,216.18

419,372,166.68

其中：营业成本

501,781,595.58

127,216,216.18

374,565,379.40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半年度
调整前

营业收入

调整后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545,935,097.48 418,718,881.30 611,560,474.55 -10.73 -31.53

（3）主营业务分析——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 年半年度

项目

调整前

上年同期数

调整后

变动比例（%）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545,935,097.48 418,718,881.30 611,560,474.55 -10.73 -31.53

营业成本

501,781,595.58 374,565,379.40 565,687,297.74 -11.30 -33.79

（4）单个子公司或参股公司的营业收入对公司合并经营业绩造
成重大影响的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产
营业收入
注册
公司名称
品或服
总资产
净资产
资本
调整前
调整后
务
上海三进
纺 织 品
进 出 口 有 100.00 商业 等 进 出 500.00 14,540.74 451.05 42,925.22 30,203.60
限公司
口业务
持股
比例%

业务
性质

（5）财务报表项目注释——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合并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半年度收入
（调整前）

主营业务

533,674,381.85

其他业务

12,260,715.63

合计

545,935,097.48

127,216,216.18
127,216,216.18

418,718,881.30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 年半年度成本
（调整前）

主营业务

494,746,243.09

其他业务

7,035,352.49

合计

406,458,165.67
12,260,715.63

（续表）
项目

2020 年半年度收入
（调整后）

调整金额

501,781,595.58

2020 年半年度成本
（调整后）

调整金额
127,216,216.18

367,530,026.91
7,035,352.49

127,216,216.18

374,565,379.40

3、对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项目及经营数据更
正如下：
（1）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第三季度
7-9 月（调整前）

调整金额

2020 年第三季度 7-9 月
（调整后）

一、营业总收入

305,431,586.51

73,162,228.78

232,269,357.73

其中：营业收入

305,431,586.51

73,162,228.78

232,269,357.73

二、营业总成本

302,480,716.62

73,162,228.78

229,318,487.84

其中：营业成本

281,373,848.63

73,162,228.78

208,211,619.85

（续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 年前三季度
1-9 月（调整前）

项目

2020 年前三季度 1-9 月
（调整后）

调整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851,366,683.99 200,378,444.96

650,988,239.03

其中：营业收入

851,366,683.99 200,378,444.96

650,988,239.03

二、营业总成本

849,069,099.48 200,378,444.96

648,690,654.52

其中：营业成本

783,155,444.21 200,378,444.96

582,776,999.25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前三季度 1-9 月
调整前

营业收入

上年同期

调整后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851,366,683.99 650,988,239.03 974,370,740.60 -12.62 -33.19

（二）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的影响
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重新评估了主要收入的确认、计量、核算
和列报等方面，部分收入确认方式发生变化，不影响公司总资产、
净资产、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等财务指标，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的意见
公司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
《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
相关的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董事会关于财务信息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财务信息更正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利
益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财务信息更正。

四、监事会关于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财务信息的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等相关规定，本次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审议对于本事项的审议及表
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情况。因
此我们同意本次财务信息更正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