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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修订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公

司于 2021年6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修订的议案》。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落实退市

新规中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进行了自查。虽然公司

2020年度开展的酒类销售业务形成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且当前公司仍在以稳步开拓市场为前提持续开展酒类销售业务。但考虑到公司该

项业务经营时间较短，为了夯实持续经营基础，使上市公司更加稳健发展，降低

业务拓展风险，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2020年度酒类销售收入在主营业务营业

收入中扣除，酒类销售业务形成的利润调整为非经常性损益。并依据上述事项

对《2020 年年度报告》和《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相关财务报表项目进行修订。 

公司对《2020 年年度报告》和《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一：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七、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主要会计数据 

六、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修订前内容：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91,080,411.00 35,042,746.61 24,064,433.92 278.49% 19,045,648.30 19,045,64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469,060.09 -189,300,218.46 -65,748,679.34 137.22% 6,921,812.73 6,921,81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 10,044,619.94 -141,208,412.42 -17,344,480.43 157.91% -1,670,391.55 -1,670,391.55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元） 

17,143,768.53 11,484,935.99 6,804,935.99 151.93% 18,892,112.07 18,892,112.0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4 -0.32 -0.11 136.36% 0.01 0.0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4 -0.32 -0.11 136.36% 0.01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90% -23.32% -7.51% 10.41% 0.77% 0.77%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8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037,770,338.19 906,444,338.98 1,022,369,605.60 1.51% 907,498,001.19 907,498,00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元） 

804,713,556.67 721,082,472.09 832,817,863.94 -3.37% 898,623,676.50 898,623,676.50 

修订后内容：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91,080,411.00 35,042,746.61 24,064,433.92 278.49% 19,045,648.30 19,045,64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469,060.09 -189,300,218.46 -65,748,679.34 137.22% 6,921,812.73 6,921,81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17,173,277.95 -141,208,412.42 -17,344,480.43 0.99% -1,670,391.55 -1,670,391.5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元） 

17,143,768.53 11,484,935.99 6,804,935.99 151.93% 18,892,112.07 18,892,112.0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4 -0.32 -0.11 136.36% 0.01 0.0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4 -0.32 -0.11 136.36% 0.01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90% -23.32% -7.51% 10.41% 0.77% 0.77%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8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037,770,338.19 906,444,338.98 1,022,369,605.60 1.51% 907,498,001.19 907,498,00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元） 

804,713,556.67 721,082,472.09 832,817,863.94 -3.37% 898,623,676.50 898,623,676.50 

扣除非经常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 

√ 是 □ 否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备注 

营业收入（元） 91,080,411.00 24,064,433.92 所有销售收入 

营业收入扣除金额（元） 53,325,993.27 0.00 

公司2020年度开展的酒类销售业务

形成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相关，且当前公司仍在以

稳步开拓市场为前提持续开展酒类

销售业务，但考虑到公司该项业务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备注 

经营时间较短，为了夯实持续经营

基础，使上市公司更加稳健发展，

降低业务拓展风险，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与

《关于退市新规下营业收入扣除事

项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基于

谨慎性原则，将其调整为非经常性

损益。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元） 37,754,417.73 24,064,433.92 扣除酒类销售收入 

 

 

八、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修订前内容：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394,428.16 1,870,325.00 8,825,654.33 73,990,00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39,691.90 5,787,933.16 -1,377,172.23 36,397,99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364,016.14 3,660,795.15 -2,757,658.33 28,505,49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27,405.12 -1,204,166.76 -1,985,790.45 29,661,130.86 

修订后内容：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394,428.16 1,870,325.00 8,825,654.33 73,990,00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39,691.90 5,787,933.16 -1,377,172.23 36,397,99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364,016.14 3,660,795.15 -2,757,658.33 1,287,601.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27,405.12 -1,204,166.76 -1,985,790.45 29,661,130.86 

 

九、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修订前内容：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金额 2019年金额 2018年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493,150.24 32,328.07 2,277,6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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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81.5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11,140,673.27 4,348,3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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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3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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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433.89 -54,124,798.07 -2,773,251.75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 2,952,422.24 1,883,621.89 159,406.73  



项目 2020年金额 2019年金额 2018年金额 说明 

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256,233.37 62,824.57 -391,269.0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183,733.70  

减：所得税影响额 778,447.00 237,936.39 2,864,068.1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65,640.71 190,333.07   

合计 14,424,440.15 -48,404,198.91 8,592,204.28 -- 

 

修订后内容： 

项目 2020年金额 2019年金额 2018年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493,150.24 32,328.07 2,277,6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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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81.5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11,140,673.27 4,348,3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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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3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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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433.89 -54,124,798.07 -2,773,2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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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2,422.24 1,883,621.89 159,406.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256,233.37 62,824.57 -391,269.0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2,793,446.49  12,183,733.70 

公司2020年度开展

的酒类销售业务形

成的营业收入和利

润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相关，且当前

公司仍在以稳步开

拓市场为前提持续

开展酒类销售业

务，但考虑到公司

该项业务经营时间

较短，为了夯实持

续经营基础，使上

市公司更加稳健发

展，降低业务拓展

风险，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

与《关于退市新规

下营业收入扣除事

项的通知》的有关

规定，公司基于谨

慎性原则，将其调

整为非经常性损

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6,353,995.60 237,936.39 2,864,068.1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65,640.71 190,333.07   

合计 41,642,338.04 -48,404,198.91 8,592,204.28 -- 



修订二：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二、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与成本 

（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修订前内容：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7,670,659.88 18.98% 

2 第二名 8,280,000.00 20.49% 

3 成都天路云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6,037,949.47 14.94% 

4 第三名 3,999,528.54 9.90% 

5 北京五支箭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1,816,632.28 4.50% 

合计 -- 27,804,770.17 68.82% 

 
修订后内容：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10,911,384.00 27.01% 

2 第二名 8,280,000.00 20.49% 

3 成都天路云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6,037,949.47 14.94% 

4 第三名 3,999,528.54 9.90% 

5 北京五支箭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1,816,632.28 4.50% 

合计 -- 31,045,494.29 76.84% 

修订三：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 

十八、补充资料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修订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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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2.90% 0.04 0.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19% 0.02 0.02 

修订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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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2.90% 0.04 0.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03% -0.03 -0.03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后的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修订后）》、《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修订后）》详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关于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的专项审核

报告》、《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财务信息修订事项专项说

明的鉴证报告》于同日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4日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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