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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49                          证券简称：汉邦高科                          公告编号：2020-018 

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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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汉邦高科 股票代码 30044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倩莹 马征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 号院 13 号楼 2 层

201 

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 号院 13 号楼 2 层
201 

传真 010-57985799 010-57985799 

电话 010-57985711 010-57985711 

电子信箱 hbgkzhqb@hbgk.net hbgkzhqb@hbgk.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经多年发展，公司积累了数字音视频领域深厚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行业应用经验，逐步形成了数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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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在各个生态场景的智能应用能力，包括基于数字视频监控网络的行业智能应用和智慧城市建设；广电、

互联网数字视频媒体的监测、监控业务，及基于数字水印技术的数字音视频分发、版权保护的应用。 

公司主要业务分为如下三部分： 

（一）智能安防业务 

中国安防行业历经多年发展，已成为市场应用广阔、产业链相对完整、具有一定规模的成长型信息化

行业，在5G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智慧城市应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新技术、新应用的广泛影

响下，安防行业不断迭代，发展规模进一步扩大。 

智能安防业务是公司传统业务，具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品牌优势，经过近两年多的战略调整，公司重

点深耕金融和公安两大垂直行业，提供软硬件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公司参与众多的平安城市和雪亮工程

的建设，荣获“智慧城市”优秀解决方案提供商等诸多荣誉，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 

1、金融类业务 

公司作为国内最早进入数字视频监控行业的公司之一，为银行等金融类客户提供安防产品与服务是公

司的优势领域，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其他商业银行等具有长期、良好的业务合作。 

2019年9月公司再次成为中国工商银行安全防范设备采购的入围供应商，公司自2013年以来，已经连

续7年为中国工商银行提供安防产品与服务，此次公司成功入围该项目，标志着公司的安防视频监控领域

的综合实力再一次得到行业用户的高度认可，公司未来三年可以作为入围供应商继续提供产品与服务。 

2、公安类业务 

公司结合自身优势，针对公安客户的实际需求，提供贴心的“一对一”定制化产品开发和专业化的整

体解决方案，满足行业客户的差异化需求。同时通过多年来项目积累，已经打造出三类相对完善的平台系

统，具有很强的应用推广价值。 

（1）社会综合治理类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平台是根据国家综治委对社会网格化管理的要求，运用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

科学划分网格单元，优化网格资源配置，把人、地、物、事、组织全部纳入网格，实施精细化、信息化、

动态化社会服务管理。对各类社会问题和不稳定因素进行及时收集、反馈和排查分析；对承担管理职能部

门的信息资源和管理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共享和联动协同管理，对事关全局的重大紧急事件及早防控处置

和监督管理，实现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政府与居民之间数据共享、信息共用、资源整合、动态跟踪。 

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应用，形成及时发现问题、协调有序、处置有力、监督有效、

事件快速响应、服务到位的完善服务运行机制。政府部门服务管理力量下沉、及时响应、资源整合、运转

高效、实现服务“零距离”、管理“全覆盖”、居民诉求“全响应”，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公安多维数据类 

公司结合电子识别区项目建设经验，充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视频分析技术等技术，开发

建设多维数据侦查防控管理平台。多维数据侦查防空系统充分拓展情报来源，能及时有效采集、整合、分

析各类情报数据，含各类采集设备数据、社会数据、各警种数据；重点做好精准布控报警，准确预测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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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警情高效利用；提供好各类事前、事中、事后综合分析研判工具，提高公安机关预警、定位、跟踪、

抓捕嫌疑人的能力，全面提升各级公安部门信息化工作水平，成为日常警务工作的利器和抓手。 

（3）智慧社区类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平安社区更是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平安社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平安社区智能管理系统能够提高社区治安防控水平，提高民警业务水平，增强社

区群众安全感。 

公司通过多年的技术沉淀和市场运营，为推进智慧平安示范社区建设，开发建设了一套智慧平安社区

智能防控系统。为社会安防信息中心、社会安全防范支队情报分析大队、派出所指挥调度室、社区民警提

供各类信息展示、查询统计、分析研判、颜色预警于一体的应用信息系统，全面提升社区警务信息化工作

水平，实现对社区实有人员、实有车辆信息的实时、精确掌控，实现对重点关注人员的动态管控，有效预

防社区高发侵财类案件的发生，提高社区居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从根本上改变从事后研判到事前预警的

转变，为全面建成智慧城市提供基础保障。 

与目前市场上大部分以物业侧为主的智慧社区软件相比，公司从治安管理需求入手，相关的数据采集

和分析均按照国家标准建设，更符合各方面的需求，在市场上得到高度认可。 

例如，在本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天津宝坻区作为天津疫情最严重的的地区之一，采用了公司在智慧

平安社区软件基础上开发的“宝坻通”疫情防控软件平台，作为宝坻区疫情防控的重要支撑系统，很好的

实现了对重点人群以及重点社区的防控管理。 

（二）广电监测业务 

广播电视监测是指对广播电视播出的信号质量、节目内容监听、监看以及对传输过程中的重要业务指

标进行监测。公司为客户提供广播电视监测产品和服务，辅助客户做到播出内容和播出质量的可管可控，

主要客户为国家和地方广电主管部门、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以及广电网络运营商等。 

公司在广电监测领域深耕多年，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和行业经验，研发了具有领先水平的监测系统平

台，形成一个完整的监测业务支撑体系，实现了在广播电视和新媒体监测领域中，质量监测、节目内容监

听监看、广告内容监测、监测预警信息发布等于一体的技术先进、功能齐全、反应快捷、数字化、网络化、

高度自动化的监管系统。 

（三）数字水印业务 

数字水印技术是在被保护的数字对象(音频、视频、图片、文本等)中加入一些证明版权归属或跟踪侵

权内容的信息，当出现盗版或版权纠纷，所有者可从嵌入数字水印的作品中获取水印信息作为证明版权的

依据。数字水印技术具有鲁棒性，在非常细小的颗粒度内容单元加入水印，难以篡改和删除，对于加入数

字水印的内容资料再重新翻拍翻录，水印也通常会一直存在着。作为一种不可见数据隐藏于原始数字对象

中，既可以保护产品的所有权，又不损害视觉听觉质量和完整性，该技术独特的确权和追溯能力可以为内

容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公司近些年来持续进行研发投入，目前已经形成了基于视频、音频、图片等比较完善的数字水印应用

技术体系，是国内少数掌握数字水印核心技术的企业之一，具有较强的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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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水印技术可以在盗版追溯、媒资管理、安全保护、防伪验真等多方面有众多衍生应用，应用方式

包含但不限于软件系统、硬件集成、芯片嵌入以及云端服务等，产业应用范围广阔。公司一直在做积极的

商业应用化落地的探索，也获得了国家广电总局、中央及地方电视台、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亚马逊等重

要客户的高度认可。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515,414,228.13 526,085,767.84 -2.03% 690,555,87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9,181,341.07 10,986,518.56 -4,825.62% 47,538,58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6,552,275.92 7,500,910.29 -7,386.48% 47,069,070.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02,379.00 78,967,951.64 -111.65% -203,317,571.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1 0.04 -4,375.00%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1 0.04 -4,375.00%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10% 0.68% -41.78% 5.64%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741,559,221.95 2,289,679,372.65 -23.94% 1,776,185,34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27,143,239.36 1,464,455,004.99 -36.69% 1,196,008,990.0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6,043,600.64 68,834,226.15 70,124,426.67 320,411,97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68,083.95 37,343,330.58 -5,279,884.68 -532,376,70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229,255.71 -107,070.86 -6,312,245.74 -515,903,703.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889,480.61 27,784,230.35 8,556,955.37 42,345,915.8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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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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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1,67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0,18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立群 境内自然人 20.13% 60,955,640 47,914,640 质押 49,740,520 

北京青旅中兵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青旅中

兵军工精选私

募投资基金 

其他 5.05% 15,300,000 0   

刘海斌 境内自然人 2.71% 8,204,435 0   

李朝阳 境内自然人 2.41% 7,290,269 4,340,384 冻结 1,350,000 

泰达宏利基金

－平安银行－

泰达宏利中兵

投资 2 号定增 

其他 2.30% 6,972,579 0   

姜河 境内自然人 1.28% 3,888,180 2,893,591 冻结 860,000 

天津滨河汇鼎

信息技术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8% 3,572,455 0   

李千里 境内自然人 1.18% 3,559,459 0   

茹鹏鹏 境内自然人 1.06% 3,216,400 0   

张海峰 境内自然人 1.02% 3,077,073 0 质押 3,002,8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不适宜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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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国内外经济环境较为复杂，商业环境不确定性风险快速上升，公司在整体战略调整框架指引下，

不断优化经营策略，完善具体工作的规划部署，集中资源与精力在重点优势领域，降低经营风险，推进业

务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5,414,228.13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03%；营业利润为-504,578,897.41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247.21%；利润总额为-485,347,078.79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194.44%；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519,181,341.07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825.62%。虽然从财务数据层面看，本期

出现亏损，但公司底层业务实际上在优化调整，公司积极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和盈利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概况如下： 

一、积极开拓市场，创新业务模式 

1、智能安防方面 

近年来社会层面整合基础资源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一杆多用”成为大势所趋。安防杆、监控杆、信

号灯杆等杆体作为城市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一杆多用”将有助于推动通信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从而

助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公司2019年7月中标的中国移动宁夏公司“雪亮工程”视频监控服务项目，合同金额上限为17,172万。

公司提供产品与服务：前端包括支持5G的智能立杆、视频摄像头及多功能报警柱；后端包括视频汇聚服务

平台、智能运维管理平台、云存储和计算平台、多维数据感知平台，总计30,000路服务支撑能力，且不低

于1,500路人脸识别计算支撑能力。该项目是基于视频AI、全量数据挖掘、实时实战模型等科技手段，实

现从传统业务驱动到大脑数据智能驱动的转变，打造银川市多维度、立体化公安防控平台。 

至2019年底，后端中心平台的硬件采购和软件平台开发部署已经完成，前端设备也在有序建设当中，

预计2020年底将会全部建设完成。该项目公司拥有自主产权，未来每年会收取固定的运营服务费用，形成

稳定的收入和现金流。该项目也标志着公司由整体解决方案项目模式逐步向运营服务模式转变。 

未来公司可以利用“一杆多用”将5G微基站、WiFi设备、、公共广播、信息发布等城市基础设施综合

整合，使得其如同城市的神经末梢一般能够充分对信息进行采集、发布、传输，形成一张智慧感知的网络，

通过深度整合多类型资源，实现资源的“共享、集约、统筹”，大幅度降低城市建设成本，提升城市运维

效率，为智慧城市建设带来了多重效益。 

2、广电监测方面 

广播电视信号检测涉及三个主要环节：音视频信号采集、音视频内容监测、音视频效果展示。公司在

采集端积累了很多年，已经非常成熟，目前逐步往内容监测和效果展示方向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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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监测方面，一方面，广告播放国家有相当细致的规范要求，监管部门靠人力难以高效审核，所

以需要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公司为监管部门搭建审核平台和提供技术服务。另一方面，很多媒体运营商

需要对其内容进行监控，以符合政府监管要求，避免被政府处罚或吊销经营资质带来的巨大损失。公司可

以作为第三方服务机构按照政府要求做内容监测服务，提供预警等功能。公司目前与主流媒体运营商开展

合作。 

内容监测业务相对于传统广电信号采集业务，无需基础采集设施铺设和维护，业务特点是内容采集网

络化、数据存储集中化、内容分析智能化，以存储和算法为核心。目前公司探索采用云服务模式，借助第

三方私有云或共有云，实现待监测内容上传到云中心统一存储、统一分析。采用云平台服务方式可有效的

降低建设及运维成本，进一步提高监测业务经济效益。 

3、数字水印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努力促进数字水印商业化应用，尤其是在探索一些新的场景应用。 

（1）军队信息化 

在信息化迅猛发现的时代，军队信息化建设作为军事指挥和协调的重要保障手段，日益被重视并加快

建设步伐，但军队信息化建设过程给军事工作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会给信息保密工作带来压力和挑战。数字

水印技术是目前信息安全技术领域的一个崭新方向,在军事领域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能够应用在信息内

容密级划分和权限控制、保密信息泄露溯源或泄露威慑、情报信息隐秘传输等多个业务领域。 

目前军队强调加强信息化，全面展开智慧军营建设，数字水印技术已被探索应用在智慧军营项目中，

未来可深耕细作，不断拓展。 

（2）IP衍生品版权保护 

2019年10月公司与金运激光签订《关于共同利用数字水印技术研发IP衍生品知识产权保护技术的战略

合作协议》，推动实现数字水印技术在IP衍生品版权保护运营上的应用。 

此次合作的项目主要应用方向为“盲盒鉴定”，当下盲盒交易正在成为潮流，每一个盲盒厂家都希望

市场上流通的盲盒产品是正版的，每一个消费者也希望手中的盲盒是正版的。但现在市场上很多盲盒都没

有保真功能，容易被盗版，消费者对二手交易平台上的盲盒产品无法辨别真伪，这就使厂家以及消费者的

利益无法得到保证，也抑制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利用数字水印技术开发“保真+溯源”APP促进IP衍生品领

域的保真交易，推动IP衍生品产业长期持续发展。未来该技术可以推广到其他带有收藏属性产品的保真与

收藏的交易中，应用范围较为广阔。 

（3）打造知识产权芯片 

2019年11月公司子公司金石威视和广科院签署《数字水印技术相关产品及系统的联合研发协议》，充

分发挥广科院在广播电视领域成熟行业经验，并利用公司的数字水印技术优势，实现技术研发与市场营运

的直接联盟。公司负责提供水印的嵌入和检测算法，按照广科院提出的要求对水印算法进行完善、改进。

广科院负责制定总体技术方案、系统或产品的技术要求、对水印算法的要求、对水印算法的技术检测。合

作范围包括基于数字水印技术的媒资检索、数字水印算法在通用终端芯片的集成和移植、基于本合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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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的应用与推广。 

目前公司正在与终端厂商及相关机构进行合作，将共同研发能够嵌入和识别数字水印的手机芯片、广

电机顶盒芯片、摄像头芯片等，实现追溯和主动保护知识产权。 

（4）视音频内容分发数字版权管理 

公司作为ChinaDRM论坛成员单位，参与《视音频内容分发数字版权管理视频数字水印技术要求》国家

标准的意见讨论。该标准将作为数字水印第一项国家标准，待主管部门审核后发布。 

二、深挖存量市场，创造新赢利点 

公司长期服务公安、金融等行业，围绕客户打造产品服务体系，以满足客户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

需求。在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巩固在北京、天津、宁夏、山东等地的公安业务的优势地位，并逐步拓展其

他省份，如青海省公安部门的相关业务。公司面对公安领域不同环境的监控和安全需求不断更新迭代产品

与服务，提高市场深度和广度。 

公司服务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近二十年，从模拟摄像监控开始到当前的高清、智能

视频监控始终追求客户满意。公司持续为金融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保证传统优势业务的稳定发

展。 

公司在服务广电总局和各地广电分局同时，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壮大主

流舆论阵地提出明确要求，参与各级广电局融媒体建设。公司不断通过深挖存量市场，探索客户新需求，

创造新的赢利点。 

三、整合外部资源，增强竞争实力 

在报告期内，公司为拓展业务领域、增强技术实力、提升服务水平，积极展开与外部企业、机构和政

府的合作，整合外部优势资源。公司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科学研究院展开合作，研发推广数字水

印技术相关产品及服务。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转让股份的方式引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下属北京青旅中兵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青旅中兵军工精选私募投资基金作为引入的外部股东，支持公司发展。 

四、持续研发投入，保持创新力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了多维数据侦查系统、社会综治信息化管理、社区警务平台、数字图像分析产品、

视频监控安全防护系统、军队IPTV系统平台等多个项目的研发。截至目前公司共拥有知识产权总数261项，

其中著作权专利167项、发明专利64项，商标专利30项。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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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解决方案 413,248,981.04 49,619,497.09 12.01% 15.13% -61.43% -23.83% 

音、视频产品 44,839,647.17 31,196,006.31 69.57% -51.58% -33.63% 18.81% 

其他设备 57,325,599.92 12,477,920.65 21.77% -23.11% -63.95% -24.6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随着公司产品和市场策略的调整，整体解决方案的收入占比进一步加大，解决方案的收入因项目招投

标、验收、结算周期等因素具有一定的季节性波动。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出现亏损和资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相

关会计政策规定，公司聘请了专业的评估机构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商誉进行了专项减值

测试，根据中天华资评报字[2020]第10163号和第10164号的评估结果，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约3.26

亿元；（2）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应收账款回款周期拉长；同时由于公司战略调整，原有自研产品的分

销业务大幅度收缩，导致这部分业务客户回款难度加大，存在回收风险；公司计提了应收账款信用减值准

备约1.22亿元；（3）伴随公司业务调整，部分存货存在减值迹象，公司计提了存货减值约1,936万元；（4）

公司个别安防项目中标价格较低，成本预估不足，项目出现亏损从而影响了公司的经营业绩。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

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 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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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

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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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列示；“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

应调整。 

董事会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收

票据”上年年末余额0.00元， “应

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729,699,133.00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

票据”上年年末余额0.00元， “应

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140,013,944.20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应收

票据”上年年末余额0.00元， “应

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282,244,170.68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

票据”上年年末余额0.00元， “应

付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47,300,477.89元。 

 

（2）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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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

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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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

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

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述新金融

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重分类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董事会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加

24,738,901.58元；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减少10,008,016.57元，

留存收益增加14,730,885.01

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加

24,730,885.01元；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减少10,000,000.00元，

留存收益增加14,730,885.01

元。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各项金融资产和

金融负债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210,872,827.67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210,872,827.67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729,699,133.0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729,699,133.00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9,162,999.59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9,162,999.5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10,008,016.57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 

24,738,901.58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22,724,490.28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22,724,4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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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50,669,138.00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50,669,138.0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82,244,170.68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82,244,170.68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68,302,924.17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68,302,924.1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10,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 

24,730,885.01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22,724,490.28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22,724,490.28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财会〔2019〕

8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

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2019〕9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

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本

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重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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