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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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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声明 

法定代表人黄作庆因被公安机关逮捕并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限制，其本人无法签署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董事会已同意授权

董事叶华暂时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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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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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天宝 股票代码 00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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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涛 刘惠楠 

办公地址 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三里村 624 号 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三里村 624 号 

电话 0411-39330110 0411-39330110 

电子信箱 planning@cn-tianbao.com liuhuinan@cn-tianba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属于农副食品加工业，主营业务主要由水产品加工、农产品加工、冰淇淋制造、药品销售和仓储构成，其中水产品

加工、农产品加工、冰淇淋制造是公司目前的核心业务。 

1、水产品加工业务 

公司自2004年开始加工生产（冻）鱼片，公司主营业务拓展为以水产品（主要为真鳕鱼、鳕鱼、黄金鲽鱼、红鱼等（冻）

鱼片以及鳕蟹、红蟹、王蟹等蟹类产品）加工出口为主的农副产品加工、销售，其中水产品加工已成为公司主要业务收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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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来源。公司水产品加工业务目前全部采用进料加工的经营模式，产品生产采用工厂化生产模式，进料加工由公司根据国

际市场供需情况和长期客户的购买意向直接从海洋捕捞公司或鱼类供应商处购买原材料，根据客户订单进行生产和销售。产

品市场主要为欧盟、美国及加拿大、日本等国家或地区。 

公司的日本子公司北大贸易株式会社、美国的子公司麒麟国际有限公司（KIRIN INTERNATIONAL,INC）的建立及麒

麟国际参股美国IQQ公司，均在一定程度上为公司拥有优质的原材料资源提供保障，保证部分原材料的采购及降低财务费用，

同时也为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发掘更多潜在客户提供有效渠道，进一步扩大公司在日本、美国的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及贸易环境的变化，在维护原有客户基础上，积极开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潜在客户资

源，同时抓住国内消费升级的变化趋势，努力开拓国内市场，目前该业务尚处于市场开拓期。 

2、农产品加工业务 

公司农产品业务属于农产品加工行业下的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行业，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利用气调库进行水果蔬菜

的反季节销售业务；二是传统的农产品加工及出口业务。 

公司气调库项目属于果蔬低温贮藏保鲜，能够降低果蔬产品腐烂损失，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是我国目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重点发展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公司从国内及国际市场上采购当地优质的水果，利用气调

库储存，并在国内外市场进行反季节销售，业务发展态势良好，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传统的农产品加工及出口业务的品种主要是白芸豆、奶花芸豆、黑豆等，一直保持“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具体

模式为公司农产品加工业务以基地（公司已经和多家农场进行合作）为依托，以农户提供原料为基础，全面实行“种植、收

购、加工、销售”流程。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国内、国际市场形势及公司政策调整，公司大幅减少本项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整水果销售种类。同时，由于公司资金流动性持续紧张影响，2019年公司减少

了水果种类的储存和销售。 

3、冰淇淋业务 

公司以大豆植物蛋白冰淇淋作为主导产品，主打“绿色、健康、营养”理念，同时也针对国内市场的特点开发了传统的动

物蛋白冰淇淋以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公司冰淇淋产品中的大豆植物蛋白冰淇淋紧紧抓住国际冰淇淋市场的发展趋势，是国内同类产品唯一实现出口的产品，

凭借优良品质和先发优势，成为公司利润的稳定增长点。同时公司立足于东北这一全国最大的冷饮市场，满足国内对于中低

端动物蛋白冰淇淋的需要，初期扩张到河北、山东等北方市场，近年来又扩张到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河南、甘肃、宁

夏、青海及浙江等地区。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资金流动性持续紧张影响，华家新建冰淇淋加工项目尚未正式投产，因而公司冰淇淋产能产量有

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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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744,839.11 1,038,975,516.88 -66.43% 1,465,292,33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5,268,006.22 -165,238,051.42 -1,053.04% 133,805,68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74,602,292.26 -170,012,079.52 -1,002.63% 132,171,361.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65,803.78 101,095,844.84 -94.10% -290,978,117.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49 -0.22 -1,031.82%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49 -0.22 -1,031.82%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89% -6.19% -110.70% 4.9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3,381,556,146.61 4,970,392,606.14 -31.97% 5,127,418,50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7,184,416.55 2,581,900,921.94 -73.77% 2,755,844,944.1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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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2,598,627.97 87,142,882.25 85,712,687.77 63,290,64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274,155.21 -134,740,530.50 -163,741,077.09 -1,465,512,24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439,185.20 -137,231,600.95 -164,520,199.10 -1,433,411,307.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68,380.93 7,447,848.75 11,865,089.44 -9,278,7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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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3,32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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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承运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83% 144,357,360  

质押 144,356,800 

冻结 144,357,360 

黄作庆 境内自然人 18.33% 140,459,147 105,344,360 
质押 88,656,493 

冻结 140,459,147 

深圳前海天宝

秋石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3.67% 104,812,811    

屠建宾 境内自然人 2.19% 16,800,000    

大连华晟外经

贸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87% 6,676,449  冻结 6,676,449 

周道意 境内自然人 0.76% 5,839,600    

李勇 境内自然人 0.66% 5,090,800    

王儒 境内自然人 0.64% 4,888,000    

黄绍云 境内自然人 0.60% 4,574,300    

崔嘉龙 境内自然人 0.43% 3,306,4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大连承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黄作庆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

代表人，同时持有承运投资 75%的股权；2、除前述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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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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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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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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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界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20》报告中指出：2019年是自十多年前的金

融危机以来全球增长最慢的一年，除非洲外，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大幅放缓。2019年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显著放缓，外国直接投

资大幅下降，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速持续下行，新兴经济体下行压力加大。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形势，我国持续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大逆周期调节，着力做好“六稳”工作，国内经济延续总体平稳态势。但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国内外经济负

面联动影响较大，中美贸易战对市场的扰动依然明显，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犹存。 

    报告期内，公司在国内外形势复杂、贸易摩擦加剧及不确定性等整体市场环境因素的负面影响下，导致部分客户处于观

望状态，影响订单稳定，并受公司债务逾期增加、流动性资金持续紧张等连锁效应，导致公司2019年全年主营业务出现了大

幅下滑。同时，由于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增加和借款利息、诉讼、罚息增加，进而导致公司2019年全年业绩出现亏损。 

    公司2019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48,744,839.11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6.43%；实现利润总额-1,903,883,230.19元，比去年同

期下降1064.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05,268,006.22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053.04%。 

    其中，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0,607,342.73元，比去年同期下降76.46%；实现利润总额-1,816,259,362.45元，比去年同期

下降1004.27%；实现净利润-1,816,649,596.52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006.52%。 

 

    1、主营业务情况 

    （1）水产品 

     2019年,由于中美贸易在关税方面的矛盾递增式不断升级，并趋于恶化的方向发展,对于原料无论来源于美国还是其它国

家所生产的成品，都依据不同的种类进行了跳跃式的关税递增,虽然美国从6月份到10月份受其国内水产品原料供应商及市场

需求的施压对来自中国的水产品关税有所调整，但因其力度小且政策的多变，导致国外客户不敢贸然再签单合作，这是有史

以来非常罕见的现象,对我司之前出口到美国的高附加值水产品业务造成了重创。而欧盟于6月30日与越南政府签署了一项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EVFTA），这是欧盟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签署的首个此类协议，为欧盟与东南亚国家之

间99％的商品关税减让铺平了道路,这样一来使得我们出口欧洲的水产品业务竞争越发激烈异常! 今年出口到日本的产品订

单量急剧下降主要原因：原料主要从美国和加拿大购买，本身原料价格处于不断上涨趋势，美国关税不断上调，所以购买原

料成本大幅度增加；日本国内经济处于萧条状态，需求量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来自国内劳动成本日趋增加的压力,内忧外

患的情形下企业的处境越发艰难。 

报告期内，公司水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94,084,472.49元，较去年同期减少73.28%。 

    （2）农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农产品相关业务主要依托当地优势水果，依靠出口备案基地品质优势，结合地域特点，配合超低氧保鲜

气调库的仓储功能，通过应季收购采摘，延长产品存储保鲜期和销售期的方式实现利润。由于2019年公司流动资金持续紧张，

进口水果业务逐渐缩减，当地备案果园收购及批发业务也相应减少。来自备案果园的少量高品质樱桃和水晶梨出口到澳门，

为香格里拉酒店定制的苹果拓展到其集团内更多的分店，当地其他果园的优质水果也通过本公司的批发渠道投入到不同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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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另外，基于公司发展战略上维持核心主营业务，精简高风险业务的主导，杂粮杂豆等农产品的加工在2019年基本停止

操作。 

    报告期内，公司农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3,960,181.48元，较去年同期减少90.15%。 

    （3）冰淇淋 

    冰淇淋行业的发展已经步入成熟，市场竞争激烈，国外冰淇淋企业以设备、技术、品牌效应和经济实力的优势，给国内

冰淇淋企业造成很大的压力和威胁，也迫使国内企业规模化生产，并要加快创新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考虑目前国内外冰淇淋行业发展趋势、冰淇淋销售市场情况及本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在华家

新增的二期冰淇淋加工车间开始调试新冰淇淋生产线，以便尽快投入正式生产使用。目前为了控制销售成本，公司调整了销

售方向及销售政策，公司淘汰了大部分低档的冰淇淋系列产品，只保留了少量的销售量较高的低端产品。随着人们消费水平

的提高和消费习惯的改变，公司集中研发并生产了中高端冰淇淋系列产品，比如独创新口味冰淇淋、采够高质量原材料生产

高料值冰淇淋产品、或是创新包装方式等等手段，吸引消费者购买，扩大销售市场，提高产品知名度。 

报告期内，公司冰淇淋产品实现销售收入2,507,437.21元，较去年同期减少77.77%。 

    （4）药品及其他食品销售 

报告期内，日本子公司传统药品销售业务收入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由于药品销售纯属代理销售，利润很低，因此对

公司的盈利影响很小。 

    报告期内，公司药品及其他食品实现销售收入132,673,752.70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0.45%。 

 

    2、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9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

财务状况，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截止2019年12月31日的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相关资产出现

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充分地分析、评估，通过进行减值测试，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主要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和固定资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项目计提信

用减值损失合计1,111,995,601.81元，存货、固定资产项目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合计388,053,792.66元，因此减少公司2019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00,049,394.47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较去年同期增加440.23%。 

 

    3、公司债务逾期 

    （1）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市分行申请的用于华家新建物流库（冷库）项目和新建大豆植物蛋白冰淇淋加工项目的

共计11亿元人民币贷款，由于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约定金额偿还本金和利息，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市分行宣布上述全部

贷款于2018年9月22日提前到期。 

（2）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2 月 10 日、2017 年 3 月 2 日、2017 年 4 月 27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

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截止2019年6月30日，上述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发生逾期本息合计46,004.58

万元人民币。 

    （3）公司于2017年3月9日非公开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14130，债券简称“17天宝01”），发行金额5亿元，票面

利率7.00%，兑付日2019年3月9日，应付本息金额5.35亿元（其中：本金5亿元，利息0.35亿元），因公司兑付本息暂时存在

一定困难，经公司与债券持有人协商一致，同意公司延期至2019年4月9日兑付 “17天宝01”本息5.35亿元及延期兑付期间产生

的利息。截至2019年4月9日，公司未能按时兑付“17天宝01”本息，构成实质性违约。 

    上述逾期债务利息、逾期罚息及违约金等导致公司的财务费用增加，进而严重侵蚀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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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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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产品行业 194,084,472.49 -17,145,967.02 -8.83% -73.28% -27.23% -27.23% 

医药品行业 132,673,752.70 12,999,156.93 9.80% -10.45% 5.14%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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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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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905,268,006.22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740,029,954.80元，减少比例

-1053.04%，主要影响的原因有： 
1、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690,230,677.77元，减少66.43%，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水产品、农产品等收入减少所致。 

2、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减少518,502,079.86元，减少59.24%，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水产品、农产品等收入减少导致相应的成

本减少所致。 

3、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96,958,163.83元，增加107.32%，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计提应付利息增加所致。 

4、信用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 1,111,995,601.81 元，增加100%，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增加科目

以及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5、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316,222,865.47元，增加440.23%，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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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内容  

    （1）2018年6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以下简称“财会[2018]15号通知”）。根据财会[2018]15号通知及相关解读的要求，公司需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按照该通知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

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公司自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政策。 

    （2）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分别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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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5月2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上述准则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执行

时间的通知》，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会[2018]15号的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了调整，

具体情况如下： 

ａ.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ｂ.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ｃ.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ｄ.原“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ｅ.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ｇ.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ｈ.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ｉ.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列“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ｊ. “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简化为“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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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ｋ.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收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ｌ.现金流量表中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收到其他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和净

利润不产生影响。 

（2）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及影响 

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ａ.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ｂ.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

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ｃ.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ｄ.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ｅ.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无需追溯调整前期可比数。因此，公司自2019 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

披露，不追溯调整2018年可比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二）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内容  

    2019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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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会[2019]6号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非金融企业于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中执行。根据财会[2019]6号通知的有关

要求，公司应当结合文件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9]6号的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了调整，

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 

a.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  

b.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c. 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应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d. “递延收益”项目中摊销期限只剩一年或不足一年的，或预计在一年内（含一年）进行摊销的部分，不得归类为流动负

债，仍在该项目中填列，不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项目。 

（2）利润表 

a. 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b. 新增“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c. 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应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而产生的利得和损失。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制权益变动表 

所有制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

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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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仅对财务报

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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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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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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