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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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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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

润为人民币 36,585,941.05 元。公司 2019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分配利润。 

本次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3元（含税）。截至本报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200,991,343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612,887.46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

比例为 31.86%。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送红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对 B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按照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 

    如 2019年利润分配预案在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本预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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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三毛 600689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毛B股 9009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志宇 吴晓莺 

办公地址 上海市斜土路791号 上海市斜土路791号 

电话 021-63059496 021-63059496 

电子信箱 zhouzy@600689.com wuxy@600689.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进出口贸易、安防服务及园区物业租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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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模式 

1、进出口贸易 

进出口贸易以服装服饰、汽配零部件、毛料面料等产品的进出口业务为主，客户主要分布在

欧美、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墨西哥、越南及孟加拉国等国家或地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

三进进出口有限公司及销售分公司通过设计、接单、生产、报关、出运、质量控制管理、物流等

一系列综合服务实现交易。 

2、安防服务 

公司的安防服务以人防业务为主、技防业务为辅。人防业务由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毛保安

服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服务，具备二级保安服务企业等级，服务单位包括政府机关、教育

金融、企事业单位、大型游乐园区、酒店及大型商场等；技防业务主要为客户提供监控设备、防

盗报警设备、门禁考勤安装和维保、维修服务等，具备公共安全防范工程设计施工单位一级服务

资质及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乙级（安防监控）。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乙级

（综合布线）。 

3、园区物业租赁 

公司物业租赁主要依托上海及周边地区 5 处、建筑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的存量房地资源开展

经营性租赁，下属企业通过对外物业租赁及提供配套物业管理服务等实现收入。 

 

（三）行业情况说明 

1、进出口贸易 

201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实现了量的稳定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据海关统计，2019年，我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1.54 万亿元人民币，比 2018 年增长 3.4%，其中，出口 17.23 万亿元，增

长 5%；进口 14.31 万亿元，增长 1.6%；贸易顺差 2.92 万亿元，扩大 25.4%。外贸发展呈现了总

体平稳、稳中提质的态势。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

风险挑战显著增多，外贸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依旧严峻复杂。但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

进，国内“六稳”政策措施继续落地见效，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市场主体活力不断增强，外贸结

构不断优化，动力转换加快长期趋势没有改变。 

新冠肺炎疫情对当前外贸运行造成严峻挑战，对外贸影响程度将主要取决于疫情持续的时间

和范围。（以上信息来源于国新办《2019 年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举行稳外贸稳外资

促消费网上政策吹风会》www.scio.org.cn） 

2019年，公司全年完成进出口总额 16325.89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2.96%，其中进口总额

1877.81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2.25%，出口总额 14448.08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9.11%。

2019年，面对外部环境，公司进出口贸易板块主动调整市场结构，虽出口业务有所减少，但受国

内客户对机电产品需求增长的影响，报告期内进口业务持续快速增长。 

2、安防服务 

安防服务包括技术防范、人力防范、安全服务咨询等。随着安防产业步入智能化发展阶段，

安防产业的主要市场分布在设备、解决方案、集成及工程，并向云服务、运营服务发展。 

2019 年，国内政策持续加码，平安中国、“雪亮工程”及智慧城市建设的稳步推进，推动安

防行业保持快速增长。从技术发展层面上看，在新的技术指引下，安防行业逐渐向智能化升级，

行业变革持续加快，行业表现出以公共安全领域为核心逐步向交通、金融、医疗、教育等诸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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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渗透的趋势。从产业发展层面看，我国安防行业领军企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而部分企业经营

困难，两极分化严重，中小企业受限于资金及技术等方面短缺，为企业生存需在拓展细分领域应

用方面寻找商机。 

2019年，国家相关部委及管理机构发布行业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共

24 项；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共 32 项，在人工智能、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等方面

引领行业发展。 

2020年是多个收官之年，结合前期各类行业政策的落地实施，对安防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有规

范作用，同时带给安防行业更多发展的切入点和立足点，有助于促进安防行业进一步拓展应用领

域。 

（以上信息来源于中国安防行业网《2019年安防行业发展及呈现的特点》、《2019年安防行业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汇总与解读》、《展望 2020 年安防产业前景、技术创新趋势及重点应

用》等 www.21csp.com.cn） 

公司所开展的安防业务以人防业务为主，技防业务为辅，人防业务以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人

力防范安全保卫服务实现收入，技防业务通过为客户提供技防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及部分技防设

备改造工程实现收入，均属于安防业务中较为基础的服务领域。2019年公司共实现安防业务收入

20129万元，其中人防业务 19402万元，技防业务 72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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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723,837,580.39 735,205,948.83 -1.55 752,458,122.27 

营业收入 1,369,543,327.65 1,378,099,486.15 -0.62 1,277,461,19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200,687.11 10,746,956.82 -23.69 20,702,72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405,000.85 -4,041,830.13   -33,588,03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64,754,450.44 459,956,577.83 1.04 458,916,748.3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5,423,806.69 7,025,431.23 -461.88 4,298,040.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5 -20.00 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05 -20.00 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77 2.34 减少0.57个

百分点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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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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961,466.39 293,599,008.16 362,810,266.05 395,172,58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202,457.41 7,395,502.99 1,840,002.54 -4,237,27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61,848.98 -2,717,061.15 -2,432,401.90 -2,517,386.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9,959,875.47 14,912,421.05 10,728,848.67 -11,105,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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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25（A股：26832；B股：789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766（A股：24956；B股：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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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轻纺控股（集团）

公司 

0 52,158,943 25.95 0 无 0 国有法人 

BNP PARIBAS(ACTING 

THROUGH ITS HONGKONG 

BRANCH) 

0 5,000,000 2.49 0 未知   其他 

PICTET & CIE 

(EUROPE) S.A. 

0 4,694,795 2.34 0 未知   其他 

孙韬雄 1,959,801 1,959,801 0.9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林兰 -291,000 800,000 0.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谢作纲 41,200 677,550 0.3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俞文灿  0 650,000 0.3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效生 5,318 640,218 0.3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强 561,800 561,800 0.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明生 535,300 535,30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6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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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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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仍是公司改革调整的攻坚之年，公司面对内外部政策和经济环境的变化，紧紧围绕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顺应市场发展趋势、克服各项不利因素，积

极推进各项工作任务，确保公司的稳定健康发展。 

2019年，公司累计完成营业收入 13695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0.62%；利润总额 1248万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 8.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0 万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74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亏损 337万元。经常性损益较同期增加亏损的主要原因是：进出

口贸易自营业务成本上升等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妥善应对外部环境，主营业务在稳健中促优化 

报告期内，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经营目标定位在保持主营业务稳健发展，促进

经营与管理质量的优化提升。以安防业务、进出口贸易、园区物业租赁为代表的核心企业着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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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业务结构，妥善应对外部环境及市场变化。 

 进出口贸易：2019年，公司进出口贸易板块保持综合服务贸易存量业务的稳定经营，并

有序推进新增转型贸易业务，全年进出口贸易板块累计完成营业收入 104439万元，较去年同期减

少 1.60%，受自营出口业务成本增长的影响，进出口贸易业务利润较同期下滑。报告期内，企业

根据业务实际运行情况，持续完善过程管控，改进与完善制度合同、供应商评估及业务流程管控

等关键环节，及时对暴露的问题采取应对措施予以整改。 

为积极应对严峻的外部环境，企业加大力度开拓其他区位市场，新增对越南、孟加拉国等东

南亚地区的面料出口业务，同时抓住国内客户对机电产品需求增长的机遇，全年累计完成进口总

额 1877.81万美元，较同期增长 102.25%，以减轻外部环境对业务带来的不利影响。 

 安防服务：经过前三年的迅速发展，安防服务板块已形成近 2 亿元的年销售规模，也为

公司带来较为稳定的利润回报。随着规模的扩大，承接的客户类型日趋多样化，对安防服务的要

求也各不相同。企业一方面不断增进管理质量，以质量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双认证

标准对安防服务过程进行控制和管理，一方面加强管理人员的培养，带动企业综合管理软实力的

提升。 

2019年，公司安防企业凭借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高标准的服务质量，以集人力防范、贵重物品

守护、安全风险评估、技防工程建设、安防设备维护、安防系统更新等为一体的多元化安全服务

提供商为特色，深入了解客户需求目标，在稳定现有业务、适当拓展新业务方面取得较好工作成

效。全年安防业务完成营业收入 20129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08%；利润总额 694 万元，较去

年同期下降 20.10%。因人防业务收入为安防服务收入的主要构成，本期安防服务板块利润较同期

下降的主要因素是社保费用和最低工资等薪酬成本的增加。 

 园区物业租赁：2019年，受到租赁市场疲软的影响，物业板块上半年发生多家客户退租

的情况，部分园区空置率上升。公司通过对周边市场不定期分析与调研，协调各园区信息交流与

共享，妥善应对，下半年园区出租率回升明显。报告期内，物业园区租赁共实现各项收入 2845

万元，较同期增长 1.91%。 

 

（二）以供给侧为主线，改革工作持续攻坚 

1、持续推进低效资产清理 

根据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任务，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动处置僵尸、空壳企业的相

关工作，持续清理低效资产。截至 2019年年末，公司完成了上海杉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清算注

销以及上海茂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转让退出。 

以上两家公司均属于长期无实际经营业务的僵尸企业，且存在诉讼、债权等历史遗留问题，

此外，茂发物业名下有三处自用或闲置的住宅房产及产权车位，对公司经营也无正向贡献。公司

通过前期大量调查及与相关股东多次沟通斡旋，最终以公司收益最大化的方案实现退出。通过对

两家公司的清理，公司有效盘活低效资产，取得一次性投资收益约 1300万元，有利于增强公司财

务情况的稳定性。 

2、强化对外投资跟踪管控 

近年来，公司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另一重要举措为持续强化对外投资的投后跟踪与管控，

对与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关联度小、投资回报情况不佳的投资项目及时启动清理退出，对其他投资

项目加强动态跟踪，特别是重要投资项目，及时了解项目最新进展，把握或有投资风险。 

宝鸡凌云万正电路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凌云公司”）生产厂房为有偿租赁且面临搬迁、

环保等不确定因素，可能对其持续经营产生较大影响。结合公司战略发展定位，公司在报告期内，

启动并持续推进宝鸡凌云公司 65.44%股权的转让退出工作，目前事项尚在进展过程中。 

此外，对于重要投资项目如子公司合作设立的创新壹号基金，公司及时就投资标的运行情况、

市场传闻等事项与基金保持沟通，及时了解基金投资进展、存在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因素等，并履

行相应披露义务。 

 



 8 / 13 
 

3、合理调配存量资产提升资金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银行保本短期理财、结构性存款、二级市场国债逆回购等方式，在董事

会的授权下，在确保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合理调配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全年实现相

关收益约 552万元，有效提升资金使用收益。此外，对于未完成出售的异地房产等低效存量资产，

公司积极利用中介资源通过由售转租的方式，增加低效存量资产的现金流入贡献。 

 

（三）落实精细管理，持续提升经营质量 

1、以预算为抓手，落实精细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以预算为抓手，向上结合发展方向，向下结合考核评价，落实动态管理确保

各项经营指标的执行。 

对子分公司，公司将年度经营预算指标按月拆解，结合各子分公司经营特质，通过定制财务

分析，加强子分公司预算对标分析和重点关注业务分析。预算与定制分析联动对及时识别异常指

标有重要作用，同时针对数据反映的问题，公司及时给予风险提示，加强对子公司的动态监管并

促进子公司提高经营质量。 

对职能部门，公司根据预算合理筹划、及时预警，严控冗余支出，全年可控管理费用支出较

去年同期下降近 10%。 

2、以内控为保障，强化风险意识 

2019年，公司进一步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内部审计通过例行及专项审计、风险管理台账等形

式，结合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情况，加强对企业内部控制运行及缺陷整改的监督。对于重点企业重

点项目，通过持续跟踪调查分析，及时揭示业务风险，提出风险防范措施，持续提高企业抗风险

能力。 

在日常经营中，公司将法律合规审核及相关培训嵌入经营管理之中，将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的

运行常态化，助力公司在资产经营与处置等方面保持合规运作。 

3、以考核为导向，持续激发活力 

近年来公司不断优化与完善薪酬体系，持续激发企业活力。通过创新考核机制，将经营者工

作业绩、实际贡献与企业效益紧密挂钩，既合理把握经营者创业创收积极性，又平衡好投资者和

经营者的关系，有效引导经营者推动企业向高质量发展、提高企业效益方向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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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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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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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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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7,840.37

元，“应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

49,234,941.30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年初余额

无影响。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

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年初余额无影响；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

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年初余额无影响。 

（2）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

下新增“其中：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

益”项目。比较数据不调整。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

确 认 收 益 ”， 本 期 发 生 额 为

5,521,461.66元。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终止确认收益”，本期发生

额为 5,491,413.7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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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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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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负债）”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

产（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减少 78,844.35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78,844.35元。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减少 66,840.0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66,840.00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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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21,261,000.00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72,881,000.00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加 51,620,000.00 元；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14,825,693.44元； 

盈余公积：增加 1,482,569.34元； 

未分配利润：增加 13,343,124.1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21,261,000.00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1,620,000.00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加 1,620,000.00元；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14,825,693.44元； 

盈余公积：增加 1,482,569.34元； 

未分配利润：增加 13,343,124.10 元。 

（3）将部分“应收款项”重分类至“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应收票据：减少 4,302,860.17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 4,302,860.17元。 
无影响 

（4）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计提

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应收票据：增加 5,019.80元；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2,792.21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752.97元； 

少数股东权益：增加 1,474.62元。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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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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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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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78,844.35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 
78,844.35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4,302,860.17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4,302,860.1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权益

工具) 

21,261,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 
21,261,000.00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51,6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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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20,000.00 

 

母公司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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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 
66,84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66,84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权益

工具) 

21,261,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21,261,000.00 

以成本计量(权益工具) 1,6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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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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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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1、公司对会计估计变更适用时点的确定原则： 

2、本期主要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时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为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进一步提升公

司防范和抵御经营风险能力，公

司本次细化应收款项依据预期

信用损失情况计提减值准备的

方法和确定依据，并重新确定按

账龄分析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准

备组合的比例。 

第十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

议 

第十届监事

会第二次会

议 

2019年 6月 1

日 

基于 2019年 12月 31日应收款

项的余额及结构进行测算，本

次应收款项会计估计变更减少

公司 2019 年度净利润 75.18

万元，净资产减少 75.1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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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上海一毛条纺织重庆有限公司 

太仓三毛纺织有限公司 

上海三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三联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宝鸡凌云万正电路板有限公司 

上海嘉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三毛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寅丰服装有限公司 

上海三进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伊条纺织有限公司 

上海银盾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合银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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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七、在其他

主体中的权益”。 

 

 

 

上海三毛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