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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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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及财务信息更正的

议案》，议案内容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 

（一）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1、2018 年 12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修订

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以下统称“新租

赁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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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前述规定，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2、为了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能力，提高业务流程的标准化，提升经营效率，

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 日起开始使用新的 ERP 软

件—SAP 软件，为了与该软件运行要求保持一致，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从“加权

平均法或先进先出法”改为“移动加权平均法”。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1、新租赁准则在租赁定义和识别、承租人会计处理等方面作了较大修改，

出租人会计处理基本延续现有规定。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新租赁准则下，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除



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

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

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

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

期间内计提折旧。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

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

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负债，作出该选择的，承租人应当将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的租赁付

款额，并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

本或当期损益。 

2、存货的计价方法从“加权平均法或先进先出法”改为“移动加权平均法”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租赁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进行会计处理，并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首

次执行日新租赁准则与现行租赁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 2021 年年初留存收益。 

2、由于存货的会计政策变更对以前各期的累计影响数无法确定或无影响，

因而采用未来适用法，不涉及对以前年度会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以及提升数据化

能力的需要进行的相应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财务信息更正 

（一） 财务信息更正的原因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简称“新

收入准则”），由于前期对零售企业联营模式使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确认收入存在

一定争议，故公司 2020 年前三个季度对该模式零售业务的收入确认仍沿用总额

法。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明确了零售业联营经营模式应按净额法确认收入。据此，公司对 2020 年

第一季度报告、 2020 年半年度报告以及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经营数据进行

更正。 

（二）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的具体情况 

1、对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会计报表项目及经营数据更正如下： 

（1）对合并利润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3 月（调

整前） 
影响金额 

2020 年 1-3 月（调

整后） 

一、营业总收入 5,287,188,022.89  -369,139,807.06  4,918,048,215.83  

其中：营业收入 5,287,188,022.89  -369,139,807.06  4,918,048,215.83  

二、营业总成本 5,058,244,520.64  -369,139,807.06  4,689,104,713.58  

其中：营业成本 4,153,953,205.65  -369,139,807.06  3,784,813,398.59  

（2）对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3 月门店主营业务收入 

调整前 影响金额 调整后 

分地区 

山东省  4,541,949,820.78    -340,548,256.76   4,201,401,564.02  

省外地区    451,760,861.69     -28,591,550.30     423,169,311.39  

分业态 

大卖场  2,586,156,263.97    -264,075,514.65   2,322,080,749.32  

综合超市  2,331,235,741.58     -71,755,647.72   2,259,480,093.86  

百货     24,307,302.89     -20,371,150.12       3,936,152.77  

其他业态     52,011,374.03     -12,937,494.57      39,073,879.46  

 

项目 
2020 年 1-3 月门店主营业务成本 

调整前 影响金额 调整后 

分地区 

山东省 3,647,461,023.68    -340,548,256.76  3,306,912,766.92  

省外地区 379,144,208.87     -28,591,550.30  350,552,658.57  

分业态 

大卖场 2,090,931,902.44    -264,075,514.65  1,826,856,387.79  

综合超市 1,869,313,504.94     -71,755,647.72  1,797,557,857.22  

百货 21,846,898.18     -20,371,150.12  1,475,748.06  

其他业态 44,512,926.99     -12,937,494.57  31,575,432.42  

注：以上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中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均为连锁门店范



围，不包含生产加工、配送批发及其他业务收入。 

（3）对母公司利润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3 月（调

整前） 
影响金额 

2020 年 1-3 月（调

整后） 

一、营业收入 4,204,771,652.54     -67,338,711.46   4,137,432,941.08  

减：营业成本 3,868,748,822.08     -67,338,711.46   3,801,410,110.62  

 

2、对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中会计报表项目及经营数据更正如下： 

（1）对合并利润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调

整前） 
影响金额 

2020 年 1-6 月（调

整后） 

一、营业总收入 9,246,103,066.72  -663,467,244.52  8,582,635,822.20  

其中：营业收入 9,246,103,066.72  -663,467,244.52  8,582,635,822.20  

二、营业总成本 8,866,231,375.07  -663,467,244.52  8,202,764,130.55  

其中：营业成本 7,263,833,225.92  -663,467,244.52  6,600,365,981.40  

（2）对主营业务收入构成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 

调整前 影响金额 调整后 

分行业 

商业  8,718,022,686.05    -663,467,244.52   8,054,555,441.53  

工业及其他     37,011,883.54        37,011,883.54  

分产品（商业） 

生鲜  4,433,541,855.28    -332,427,787.22   4,101,114,068.06  

食品化洗  3,809,648,575.98    -142,642,956.07   3,667,005,619.91  

百货    474,832,254.79    -188,396,501.23     286,435,753.56  

分地区（商业） 

山东省  7,974,255,386.16    -620,195,446.51   7,354,059,939.65  

省外地区    743,767,299.89     -43,271,798.01     700,495,501.88  

 

项目 
2020 年 1-6 月主营业务成本 

调整前 影响金额 调整后 

分行业 

商业  7,120,080,634.21    -663,467,244.52   6,456,613,389.69  



工业及其他     30,257,809.28        30,257,809.28  

分产品（商业） 

生鲜  3,662,438,707.04    -332,427,787.22   3,330,010,919.82  

食品化洗  3,097,223,999.52    -142,642,956.07   2,954,581,043.45  

百货    360,417,927.65    -188,396,501.23     172,021,426.42  

分地区（商业） 

山东省  6,484,895,399.02    -620,195,446.51   5,864,699,952.51  

省外地区    635,185,235.19     -43,271,798.01     591,913,437.18  

（3）对母公司利润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调

整前） 
影响金额 

2020 年 1-6 月（调

整后） 

一、营业收入 7,501,873,310.43    -124,535,020.25   7,377,338,290.18  

减：营业成本 6,875,220,554.71    -124,535,020.25   6,750,685,534.46  

 

3、对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会计报表项目及经营数据更正如下： 

（1）对合并利润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调

整前）  
 影响金额  

 2020年 1-9月（调

整后）  

一、营业总收入 13,762,845,731.70  -987,757,821.53  12,775,087,910.17  

其中：营业收入 13,762,845,731.70  -987,757,821.53  12,775,087,910.17  

二、营业总成本 13,251,713,260.58  -987,757,821.53  12,263,955,439.05  

其中：营业成本 10,781,951,402.67  -987,757,821.53  9,794,193,581.14  

（2）对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影响 

项目 
2020 年 1-9 月门店主营业务收入 

调整前 影响金额 调整后 

分地区 

山东省 11,538,540,129.89  -921,296,219.77  10,617,243,910.12  

省外地区 1,109,633,088.15  -66,461,601.76  1,043,171,486.39  

分业态 

大卖场 6,490,754,702.48 -668,846,042.03  5,821,908,660.45  

综合超市 5,907,370,313.48 -205,515,742.23  5,701,854,571.25  

百货 79,780,949.96 -66,043,063.94  13,737,886.02  

其他业态 170,267,252.12 -47,352,973.33  122,914,278.79  

 

项目 
2020 年 1-9 月门店主营业务成本 

调整前 影响金额 调整后 



分地区 

山东省   9,416,276,267.86  -921,296,219.77  8,494,980,048.09  

省外地区     951,262,763.96  -66,461,601.76  884,801,162.20  

分业态 

大卖场   5,308,189,719.93  -668,846,042.03  4,639,343,677.90  

综合超市   4,842,305,741.15  -205,515,742.23  4,636,789,998.92  

百货      70,561,218.95  -66,043,063.94  4,518,155.01  

其他业态     146,480,351.79  -47,352,973.33  99,127,378.46  

注：以上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中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均为连锁门店范

围，不包含生产加工、配送批发及其他业务收入。 

（3）对母公司利润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 

项目 
2020 年 1-9 月（调整

前） 
影响金额 

2020 年 1-9 月（调整

后） 

一、营业收入 11,418,226,092.99  -185,380,367.16  11,232,845,725.83  

减：营业成本 10,407,672,466.72  -185,380,367.16  10,222,292,099.56  

（三）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的影响 

本次财务信息更正对公司联营业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确认方式进行了变

更，除上述调整内容之外，报告其他内容不变，上述更正不影响公司总资产、净

资产、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不会对公司

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 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

应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与国家现行规定保持一致；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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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财务信息更正。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

应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与国家现行规定保持一致；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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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财务信息更正。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

相应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与国家现行规定保持一致；本次财务信息更正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 1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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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及财务信息更正的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财务信息更正。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