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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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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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年度合并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人民币 404,302,861.13 元，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 310,348,678.17 元，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止，母公司未分配利润合计人民币 302,372,393.61 元。 

为兼顾股东的投资回报和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董事会拟定的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公司总股本 897,287,44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1.5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134,593,116.6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不进行送股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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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白干酒 600559 裕丰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勇 刘宝石 

办公地址 河北省衡水市高新区振华新路酒都大

厦 

河北省衡水市高新区振华

新路酒都大厦 

电话 0318-2122755 0318-2122755 

电子信箱 hslbg@hengshuilaobaigan.net lbgzqb600559@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白酒的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为衡水老白干系列酒、承德乾隆醉系

列酒、文王贡系列酒、武陵系列酒、孔府家系列酒。 

公司采用“研发+生产+销售”的经营模式，根据市场的需求，研发、生产消费者喜爱的白酒

产品，并不断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采取差异化的市场销售策略，主要销售模式为经销商模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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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销模式。经销商模式下，由公司销售部门根据相关销售区域经销商的经济实力、仓储条件、配

送能力以及市场信誉度，择优选择经销商并与之达成经销协议，由其在一定区域内经销相关白酒

产品。直销模式下，由公司销售部门通过线上或线下渠道以批发或零售的方式直接将白酒产品销

售给终端客户。 

2、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白酒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世界主要蒸馏酒品种之一，酿酒一直以来都是我国重要的行

业之一，根据中国证监会《2016年 4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本公司归属“C15酒、饮料和

精制茶制造业”。白酒行业属于充分竞争的行业，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目前尚无一家白酒生产企

业在全国市场占据绝对市场份额，白酒行业的消费区域特征也比较明显，白酒消费越来越呈现出

理性消费、品质消费的趋势。 

白酒行业的周期性特点：(1)生产的周期性：白酒的生产从投料到成品对外销售，主要经历制

曲、酿造（发酵、蒸馏）、陈化老熟、勾调和包装等工艺，生产周期较长。经过蒸馏出的原酒必须

经过贮藏陈化老熟才能勾调成品酒，相对而言，贮藏时间越长其品质也越高。（2）消费的周期性：

从消费的角度而言，白酒属于快速消费品，作为日常饮料具有消费高频次和重复消耗的特点；但

其作为非必需消费品，整体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较大，没有明显的周期性。但白酒消费具有较为

明显的“节日效应”，节日期间，由于各种社会活动频繁，亲朋好友相聚等因素，使得居民消费白

酒量大大增加，白酒消费集中释放并出现高峰。（3）从销售的角度看，白酒生产企业在节日前一

般会加大出货量，以保证节日期间的白酒销售，而在节后出货量则有所减少。总体而言，白酒的

销售具有节日前升温，节日后回落的“节日效应”。 

公司是国内白酒生产骨干企业和老白干香型中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在华北地区具有较高的

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生产规模和销售收入在河北省白酒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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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 

2017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273,298,252.43 5,479,386,030.89 5,478,659,222.09 14.49 2,887,404,147.26 2,887,404,147.26 

营业收入 4,030,248,448.01 3,583,278,771.92 3,583,020,208.74 12.47 2,534,965,148.18 2,534,965,148.18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404,302,861.13 350,417,975.56 350,369,389.58 15.38 163,523,345.90 163,523,345.90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利润 

363,255,626.24 309,236,389.32 309,187,803.34 17.47 153,240,471.11 153,240,471.11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

产 

3,288,567,655.10 2,751,202,673.14 2,750,507,657.92 19.53 1,710,777,091.95 1,710,777,091.95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381,909,399.90 448,608,701.49 448,554,717.07 -14.87 -154,534,401.77 -154,534,4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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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

收益（元

／股） 

0.45 0.41 0.54 9.76 0.22 0.27 

稀释每股

收益（元

／股） 

0.45 0.41 0.54 9.76 0.22 0.27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

） 

12.98 14.91 14.91 减少

1.93个

百分点 

9.85 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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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9,358,971.69 809,898,005.43 862,586,044.07 1,208,405,42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7,488,139.90 76,555,697.59 77,306,685.28 132,952,33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11,996,715.13 70,969,768.55 61,286,395.30 119,002,747.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8,157,223.97 -120,657,693.10 151,191,181.94 409,533,1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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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4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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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衡水老白干酿

酒（集团）有限公司 

53,075,546 229,994,032 25.63 0 无 0 国有

法人 

佳沃集团有限公司 12,645,493 54,797,133 6.11 32,878,280 质

押 

42,151,640 其他 

北京航天产业投资 -3,165,131 27,458,000 3.06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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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有限合伙） 

深圳市瑞丰汇邦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瑞丰汇邦三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4,262,068 18,468,960 2.06 0 未

知 

0 其他 

鹏华基金－工商银

行－鹏华基金增发

精选 1号资产管理

计划 

-2,698,784 18,214,573 2.03 0 无 0 其他 

汇添富基金－工商

银行－汇添富－定

增盛世添富牛 37号

资产管理计划 

-4,339,099 17,724,492 1.98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招商中证白

酒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7,962,769 17,115,854 1.91 0 未

知 

0 其他 

衡水京安集团有限

公司 

3,885,000 16,835,000 1.88 0 无 0 其他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

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 

-3,281,643 15,779,389 1.76 0 无 0 其他 

西藏君和聚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022,353 13,598,863 1.52 8,249,678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老白干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衡水京安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魏志民为公司副董事长，公司董事汤捷为佳沃

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上市公司佳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西藏君和聚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佳沃集

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管理团队的持股公司，河北衡水老白干

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为公司员工持股。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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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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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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 年，面对更加激烈的白酒市场竞争形势，公司以提高企业发展质量为核心，以打造“中

国白酒一流企业”为目标，根据年初制订的工作计划，开展管理提升活动，争创全国质量奖，加

快信息化二期工程建设，整合协同发展，加大营销改革力度，建设花园式工厂，实现了高质量、

可持续的稳健发展。 

一是以开展管理提升活动为契机，立足公司实际，博采众长、广泛学习借鉴其他公司的先进

经验，融合提炼，补短板，强管控，重创新，不断夯实企业管理基础，企业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

流程进一步优化，管控机制进一步完善，管理的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明显提升。通过深

化改革，创新机制，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大大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率、竞争力和防范风险

的能力。 

二是继续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通过文化引领、战略制定、系统诊断、持续对标、动态评

价、整合优化、激发活力、持续改进等方法，不断提升公司的运营能力和运营绩效，提高企业管

理质量、经营质量、产品质量、工作质量、服务质量、发展质量，坚持以质取胜、质量强企，大

http://www.mkaq.org/mkgl/glzd/
http://www.mkaq.org/fgbz/mabz/
http://www.mkaq.org/mk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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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弘扬工匠精神，全面铸就“衡水”老白干酒全国领先的卓越品质，并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荣获

全国质量奖。 

三是加快信息化二期工程建设工作。以信息化建设为核心，通过对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广

泛利用，不断提高生产、经营、管理、决策的效率和水平，加快公司业务流程重组，进一步优化

组织结构，有效降低成本，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了产品物联系统（一

物一码系统）的建设，对高端产品（衡水老白干 1915、二十年衡水老白干、二十年十八酒坊、十

五年十八酒坊）实现了一瓶一码的管理，在线上实现了对每瓶酒的质量追溯管理、对每瓶酒的物

流管理，在预防窜货的同时，加强与消费者互动，提升了产品形象。并完成了 OA 系统集成管理

平台的建设，对 OA 系统、SAP 系统、CRM 系统、钉钉系统、产品物联系统进行了集成，实现了

线上费用按预算管控，规范了管理流程，提高了运营效率。 

四是按照整合计划有序推进丰联酒业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2018

年公司并购丰联酒业后，完全接管承德乾隆醉，同时向安徽文王、湖南武陵、曲阜孔府家三家白

酒企业派驻董事、监事及财务人员。各子公司仍以独立法人主体存在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经营

管理团队保持相对独立和稳定，各业务及管理部门保持了高效运转。2019 年，公司逐步的向安徽

文王、湖南武陵、曲阜孔府家三家白酒企业派驻管理、生产技术及销售管理骨干，输出管理及销

售模式，在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品牌、销售渠道、组织和团队、财务管理等方面进行整合。通

过建立的营销、技术、管理三方面的交流平台，定期开展交流活动，以文化求互融、以交流促提

升、以评比树典型，优势互补，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整合，优化并购后的企业管理。通过优化资

源配置，融合老白干酒的营销理念，并依托丰联酒业在不同区域市场的优势和客户资源，有效整

合和共享双方的销售渠道，充分发挥公司在品牌、管理团队、区域市场优势，采取品牌差异化和

运作专业化的方式实现了 1+1>2 的效果。公司还通过交流会、研讨会等方式宣传衡水老白干企业

文化，提升下属子公司对企业文化认同感，增强公司凝聚力。通过有序推进公司与丰联酒业在业

务、资产、人员、文化等方面的整合，达到了良好的协同以及管控效果，公司整合进展情况符合

前期计划。同时，公司通过加强审计监督、业务监督和管理监督，防范经营风险，不断提升丰联

酒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还与丰联酒业各子公司管理团队确立了业绩承诺满后的企业管理、协同发展、

绩效考核、经营主体责任等事项，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识，整合了力量，凝心聚力共同推动企

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是加快营销改革，坚持顾客驱动。2019 年，公司营销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转型、升级

为保障，在产品、渠道、价格、组织四个维度进行了改革，并成立销管中心，实现营、销、管分

离，大力强化市场管控力度。2019 年共举办 5108 场高端品鉴会，27300 场宴席，赞助 67 场会议，

营造营销势能，提升品牌活力，通过加强和消费者的互动与沟通，引领白酒市场的消费趋势，保

持和加强公司产品在主要市场的核心竞争优势。 

六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花园式工厂。在加快公司发展的同时，加强内部精细化管理，

打造干净、舒爽的花园环境，努力提升现场管理水平。将打造花园式工厂作为发展目标，把节能

环保、绿色发展列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内容，走一条以“技术改造，环保升级，智能化生产”

为核心的绿色发展之路。报告期内，公司启动绿色工厂的申报工作，先后经过省市主管部门筛选

推荐，公司顺利的通过了工信部主管部门评估确认、专家论证、公示等环节，2019 年 7 月，公司

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第四批绿色工厂”名单。2019 年公司做为国家 3A 级工业旅游景区共接待

了 2503 批前来体验的消费者，总计 54690 人次。 

2019 年度，公司全年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4,030,248,448.01 元,比 2018 年增长 12.47%；营业利

润 474,758,416.34 元，比 2018 年增长 18.40%；净利润 404,368,230.76 元，比 2018 年增长 15.38%，

主要原因为：公司本期中高档产品的销售量增加所致。 



8 
 

（一）主营业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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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0,248,448.01 3,583,278,771.92 12.47 

营业成本 1,552,697,052.38 1,392,170,653.32 11.53 

销售费用 1,039,643,341.31 964,329,804.91 7.81 

管理费用 366,059,352.99 301,840,132.65 21.28 

研发费用 12,110,482.16 7,808,907.60 55.09 

财务费用 5,470,232.67 2,427,494.20 12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1,909,399.90 448,608,701.49 -14.8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9,113,554.97 -277,980,102.36 39.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118,513.08 -994,186.14 不适用 

2. 收入和成本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 研发费用比较去年同期增长 55.09%，主要原因是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2） 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长 125.34%，主要原因是公司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3） 其他收益比去年同期增长 604.33%，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4） 营业外支出比去年同期增长 341.41%，主要原因是处理报废固定资产增加及对外捐

赠增加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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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酿酒业 3,760,542,977.62 1,548,427,740.70 58.82 14.46 13.70 增加 0.27

个百分点 
服务业 240,548,313.97 1,379,755.52 99.43 -11.58 -94.79 增加 9.16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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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衡水老白

干系列 

2,214,396,225.08 959,384,783.33 56.68 -3.63 0.49 减少 1.77

个百分点 
板城烧锅

系列酒 

697,477,921.93 283,095,059.55 59.41 58.42 45.81 增加 3.51

个百分点 
文王贡系

列酒 

334,332,529.03 156,833,117.60 53.09 31.72 35.19 减少 1.21

个百分点 
孔府家系

列酒 

162,113,956.57 70,023,039.34 56.81 65.60 52.39 增加 3.75

个百分点 
武陵系列

酒 

352,222,345.01 79,091,740.88 77.54 79.96 54.99 增加 3.61

个百分点 
品牌服务 240,548,313.97 1,379,755.52 99.43 -11.58 -94.79 增加 9.1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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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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北 2,543,959,946.67 1,078,475,369.38 57.61 3.33 4.69 减少 0.55

个百分点 
安徽 334,332,529.03 156,833,117.60 53.09 31.72 35.19 减少 1.21

个百分点 
湖南 352,222,345.01 79,091,740.88 77.54 79.96 54.99 增加 3.61

个百分点 
山东 149,878,271.53 65,257,348.60 56.46 65.12 52.56 增加 3.58

个百分点 
境外 12,235,685.04 4,765,690.74 61.05 71.73 50.03 增加 5.63

个百分点 
其他省份 367,914,200.34 164,004,473.50 55.42 33.24 38.14 减少 1.58

个百分点 
注：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2019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白酒,白酒营业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 93.31%。 

按区域分类,公司的主营业务销售主要在河北省内市场,在河北省内市场的销售收入占公司营

业总收入的 63.12%。 

（三）行业格局和趋势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进一步加大，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白酒消费呈现回归品质、回归理性的趋势，白酒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市场化、

专业化以及细分化。消费逐渐升级，对白酒企业的品牌、技术、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品牌集中度

也呈现了越来越高的趋势，“马太效应”凸显，名优白酒强者恒强的态势明显,行业分化加剧，市

场呈现向名优酒、品牌和核心产品集中化的趋势。 

从近几年白酒产量的情况来看，2013 年—2016 年间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白酒产量在 1300

万千升左右，近年来中国白酒产量呈现下滑趋势，2018 年全国白酒产量 871.2万千升，2019年全

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量 785.95万千升，同比呈下滑趋势。名优酒企强者恒强趋势加速，一线

名酒、区域名酒与个性化酒企市场的竞争加剧，白酒行业已经进入了深度分化期，市场竞争更加

激烈。 

（四）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作为白酒行业老白干香型酒的代表，以“老老实实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干干净净做酒，

红红火火创业”为企业价值观，以“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为企业使命，以“管理一流、

制造一流、营销一流、服务一流”为指导思想，通过品牌、营销、资本、管理、组织的优化，注

重线上与线下、品类与品牌、总部与分部、产业与资本的配合；向全面市场化、高度专业化、信

息集成化方向发展；外部聚焦市场发展，内部聚焦资源整合。充分发挥企业在目标市场中的比较

竞争优势，坚持专业化运作，打造过硬的员工队伍，做强企业、做优产品、做特品类、做精市场、

做久基业，以成为中国一流的白酒企业为目标，不断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 

（五）经营计划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以及今年的行业形势，公司将通过更加高效的策略和灵活的销售政策，

尽力消除今年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公司计划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1.03亿元，营业成本控制在

13.81 亿元以内，费用不超过 15.91 亿元，营业总成本控制在 35.94 亿元以内，主营业务税金及

附加实现 6.22亿元。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以顾客价值为核心，充分发挥公司的技术优势与质量优势，不断的调整产品结构，研发符

合市场需求的产品，适应顾客价值趋势，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价值需求。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做

好产品，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强化全员市场意识，着力提升顾客满意度，通过多维度的品牌

传播，不断提升产品品牌的美誉度。 

2、以财务管理为中心，把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纲”，充分发挥财务管理带动各项管理

的综合与组织作用，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线，把财务管理贯穿于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实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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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最大化。 

3、实施全员绩效管理，不遗余力提升公司管理水平。把公司战略目标有效落实到每一业务、

每一层级、每一员工。打造“考核导向明确、指标体系完整、激励约束有效”的全员绩效管理运

作体系，提升公司员工参与绩效管理的积极性，最终实现补短板、抓改进、强优势，提升公司管

理水平。 

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壮大公司的整体优势。坚持项目建设与自有工艺技术相融合，在

自主创新基础上，做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实现生产设施、体验营销、工业

旅游、酒文化传播协同落地，通过项目建设壮大公司整体优势。 

5、加快营销体制改革，不断激活组织活力。通过对组织的经营模式进行变革，建立更加科学

合理的考核体系，完善薪酬激励机制，推动营销精准考核，激发员工积极性，形成良性的竞争环

境，吸引优秀人才，激活组织活力，助力营销稳健发展，实现公司市场份额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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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 2017 年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

期会计》（财会〔2017〕9 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了财政部于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

期保值》以及财政部于 2014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原金融

工具准则”)。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

整，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财政部 2019 年颁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本公司根据财会[2016]6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

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具体影响的分析说明请详见公司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的会计政策及

会计估计”之“41.重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变更”中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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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9年度纳入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共计18家，详见本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1家，减少 2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