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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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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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一

董事

出差

关玉秀

刘天威

董事

出差

关玉秀

林瑞超

独立董事

出差

崔丽晶

李华杰

独立董事

出差

崔丽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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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
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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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花药业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737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艳

李海美

办公地址

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东湖路 18 号

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东湖
路 18 号

电话

0451-82307136

0451-82307136

电子信箱

1538187508@qq.com

210147480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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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及业绩驱动
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以生产中成药为主导，以“化学药、生物药”和“健康养生品”为两翼，是集药品研
发、制造与营销为一体的大型品牌医药集团企业。
公司经过20多年来的匠心打造，以优质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用户口碑不断扩大在终端的品牌影响力。目前，公司产品已
全面覆盖“儿科、妇科、消化系统、呼吸感冒、风湿骨病、心脑血管”六大治疗领域。主要产品已形成“一小、一妇、一老”
的特色品类集群。其中，儿童药作为公司的第一战略，在行业中已具领军优势，其总体销售规模、产品数量、亿元单品数量
等关键指标上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强化“儿童药核心子品类”的优势打造，并稳步培育“潜力新品类”主品，儿童药产品结构不断完善，
小儿肺热、小儿柴桂、芪斛楂、小葵花露均实现稳步提升，带动了公司儿药品类发展；在此基础上，公司顺延发展妇科药品
类和老年慢病品类作为战略补充，执行品类营销策略，强化品牌引领，坚持核心主品打造，推进儿童药、妇科用药、老慢病
用药品类的协同发展。
（2）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根据产品类别、渠道终端的特征，采用特色化的“品牌、普药、处方、大健康”的组合式营销模式。并在既有的营销
模式上不断创新，持续深化以学术营销和价值营销为重心的营销模式升级转型，持续强化学术推广力度，搭建专业化的学术
队伍，积极开展学术会议，加强产品和品牌宣传；提升市场管理和业绩考核水平；积极探索OTC市场终端渠道，加大处方市
场医疗机构开发力度，依托强大的品牌背书，在大健康领域不断完善产品线结构、强化终端覆盖；在生产过程中严格管控生
产质量，加强成本管控，驱动公司经营业绩的可持续增长。
（3）行业发展现状、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①行业现状及周期特点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一致性评价”、“分级诊疗”、药品“4+7”带量采购、“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成
型、新《药品管理法》修订颁布等各项医药政策的密集出台，医药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化，推动着医药行业的面貌，正在加
速巨变和重塑，医药市场竞争加剧。但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国民对健康
刚性需求将不断增加。着眼未来，医药行业市场面临长期发展机遇。
细分子行业中，随着《中医药法》颁布实施、《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稳步推进，人们对中医
药的认知度也在不断增强，医疗保健意识提高，中医药需求在不断扩大，中医药行业发展未来可期。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刚性需求较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小，不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季节性特征。
②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作为品牌药企，践行“工匠精神”，打造精品良药，不断提升药品品质，以品质塑造品牌，形成强大的品牌集群，公
司凭借严格的生产管控、强大的销售渠道以及强大的品牌背书，现已发展成为行业内大型品牌药企之一。报告期内，公司入
选“2018中国医药品牌社会影响力”排行榜，荣获“2018 年度的中国医药工业百强”、“2018年度中国医药行业成长50强”、“2018
年度中国医药商业百强”、“2018年度守法诚信企业”等多项称号，并荣登“中国中药企业TOP100排行榜”，位列第1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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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1,413,641.89

4,471,756,277.47

-2.24%

3,855,119,81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5,422,018.73

563,277,153.72

0.38%

423,996,61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500,681,508.67

490,280,595.96

2.12%

365,553,051.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1,327,677.71

866,207,292.09

13.29%

558,770,770.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7

0.96

1.04%

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7

0.96

1.04%

0.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6%

18.25%

-0.39%

15.03%

营业收入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5,309,290,285.34

5,059,132,073.11

4.94%

4,470,167,67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24,119,367.21

3,272,849,508.50

-1.49%

2,992,850,7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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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1,212,749,716.64

1,174,250,192.14

764,115,869.96

1,220,297,86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053,433.01

142,447,668.40

67,821,991.69

192,098,92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5,304,348.18

115,562,520.30

51,224,041.66

178,590,598.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715,583.96

245,024,256.70

24,301,216.79

534,286,620.26

营业收入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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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38,485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47,531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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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葵花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41% 265,200,000

0 质押

129,400,000

关彦斌

境内自然人

10.03% 58,580,373

49,862,214 冻结

19,278,606

黑龙江金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1% 24,000,000

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值
其他
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4% 13,646,551

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小盘
其他
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

11,823,282

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
其他
“薪满益足”天天薪人民币理财计划

1.39%

8,107,281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7%

5,656,075

0

张权

境内自然人

0.97%

5,640,308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4%

4,900,400

0

0.69%

4,033,215

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值
其他
灵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关彦斌先生为葵花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51.85%；
为黑龙江金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21.78%；2.张权为葵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参股股东及黑龙江金葵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参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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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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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述
2019年，随着一系列产业政策的出台，给医药行业带来挑战。但长期来看，医药行业的基本面总体向好，随着医药行业
集中度的上升，对具有自身优势的企业是有利的。
（2）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在行业政策多变，市场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公司不为困难所惧、不为杂音所扰、不为现象所惑，以终为始，
顶层谋划，勠力推进。推行品类战略、聚焦主品打造；推动营销转型，提高费用效能；稳步推进组织变革，强化内控管理，
坚定不移的实施既定战略，依托自身优势，实现公司利润的稳步提升。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530,929.03万元，比上年末增长4.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22,411.94万元，比上
年末下降1.49%。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7,141.3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542.2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38%。
（3）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成果回顾
①推行品类战略、聚焦主品打造
公司坚持品牌引领、坚持品类核心主品打造、以引领品类发展。2019年，公司坚定不移的实施“儿童药”核心战略不动摇，
进一步丰富儿童药品类布局，持续强化“儿童药核心子品类”的优势打造，夯实儿童药细分品类占位，并稳步培育“潜力新品
类”主品。报告期内，公司儿药主品小儿肺热、小儿柴桂、小葵花露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实现稳步提升，带动儿童药品类成长。
同时，公司顺延发展妇科用药和老慢病品类，并针对“一小、一妇、一老”三大品类的各细分市场，完善诊疗推广方案，做实
品类营销，放大公司品类发展优势。
②推动营销转型，提高费用效能
品牌模式：平稳推进组织变革，围绕主品打造，分线组建新事业部，进行资源整合，保证方向聚焦、产品策略强力落地；
同时，不断优化流程、强化培训推广、抓过程检查，执行一品一策。小葵花露、小儿柴桂实现显著增长；在保证销售工作正
常运营的前提下，进一步控制运营成本，整合推广队伍，优化考核制度，实现聚焦增效。
普药模式：立足市场，全面推进管理模式变革，将事业部制管理模式转变为大区制管理模式，实行片区化管理，通过整
合资源，贴近市场，下沉服务；依托公司强大的渠道终端，针对城市、县、乡不同区域特点，抓核心龙头连锁、大品种商业
流通,精准施策，进一步强化儿科品类优势，提升妇科品类布局，持续完善主品打造。
处方模式：聚拢拳头，归并整合医院事业部，聚焦“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小儿柴桂退热颗粒”、“康妇消炎栓”“美沙
拉嗪”等核心品种，强化商业渠道整合，提升专业学术推广，以学术转型推动模式转型，逐步拓展城市等级医院及基层医疗
市场，保障处方药持续、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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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模式：报告期内，小葵花大健康以提供儿童健康成长的解决方案为己任，持续聚焦“母婴健康领域”，对益生菌产
品进行升级与扩充，进一步完善产品结构。大力发展益生菌类产品的同时，在医疗器械、保健食品、营养品、日用品等非药
产品线进行品类扩容，并对渠道进行完善，涵盖了连锁药店、零售药店、母婴店、乡镇卫生院、社区诊所、电商等终端，进
一步实现小葵花大健康的销售组织搭建及规模型销售。
③稳步推进组织变革，强化内控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健全、完善激励体系建设，强化培训、管理体系；并基于“聚焦客户导向、
服务赋能前台”的功能定位，对内部组织进行整合、完善，压缩管理链条，优化管理体制，提升组织效能，实现降本、控费、
提效。
公司持续加强质量、安全和环保管理体系建设。强化生产质量管理体系，严格生产管控；加强安全生产教育，确保安全
生产；严格遵守环境保护相关规定，强化安全环保工作责任。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打造价值成长型企业。
（4）核心竞争力
①“小葵花”儿童药领军优势
儿童药战略是公司第一战略，公司持续聚焦资源做战略投入，不断完善产品结构，已经构建起了“产品力、产品线力、
传播力、品牌力”的综合领军优势，获得了渠道端、消费端的信任优势。在儿童药战略布局方面，以“买、改、联、研、代”
的方式搭建三条增长曲线，丰富儿童药战略围棋式的产品管线，以儿童常见病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矿维补益和营养保健
三大治疗领域，作为小葵花儿童药的三大增长曲线进行产品管线布局。
目前在销的小葵花儿童药，已经基本形成了儿童常见病、常用药的全面覆盖。小葵花儿童药在总体销售规模、产品数量、
亿元单品数量关键指标上等均是行业领先，具有难以撼动的优势。报告期内，小葵花儿童药有5个单品销售过亿，10余个产
品销售过千万。强大的品牌力、集群化的规模单品优势以及完整的产品线，构建起小葵花在渠道、终端成为不可或缺的儿童
药产品，在消费端成为儿童药首选的妈妈心智第一阶梯产品。小葵花儿童药是驱动公司业绩增长、构建公司竞争壁垒的核心
能力。
②双品牌驱动优势
公司具有强大的品牌运作能力，重视消费者研究与媒体创新，在传统媒体、新媒体、终端媒体等方面具有多年的品牌建
设运作经验，成功打造出“小葵花”、“葵花”两大黄金品牌，在行业内与消费者心中具有较高认可度。经全国著名品牌价值研
究专业机构——北京名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定，“葵花”品牌价值100.90亿元，“小葵花”品牌价值80.30亿元。从2012-2019
年，小葵花儿童药品牌连续进入中国药品品牌榜，并位列最受欢迎明星用药。同时，公司在 “小葵花”、“葵花”两个品牌基
础上延伸“葵花康宝、得菲尔、葵花康丽、言净欣、言诺欣”等子品牌，构成了葵花品牌梯队和矩阵。
在目前的媒体及行业监管环境下，OTC品牌打造难度日益加剧，公司双品牌优势在未来OTC行业的竞争格局中将进一步
突显。
③品类集群优势
公司以“品牌引领、打造品类核心主品、引领品类发展”为指导，持续推进“黄金单品培育+大品种集群构建+品类打造”
的营销策略，在品类方面以“聚焦小葵花儿药品类为主，以妇科药品类和老年慢病品类为辅”，针对“一小、一妇、一老”三大
品类的各细分市场，完善诊疗推广方案，做实品类营销。
“一小”：以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颗粒、小儿柴桂退热颗粒、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小葵花露、芪斛楂颗粒细分儿药市
场，从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到胃肠系统再到免疫补益系统儿药产品品类完善、健全，占领市场份额带动整体品类发展；
“一妇”：以儿科品类为基础，延伸到妇科产品群，依托康妇消炎栓、益母草颗粒带动系列妇科品类发展，从妇科到产科，
从妇科炎症、妇科调经、补益养血、养颜减肥、更年期、产前产后六大方面完善品类布局及打造；
“一老”：依托护肝片、胃康灵、美沙拉嗪三大领军产品带动消化系统用药品类发展，从肝、胆、胃、肠、脾完善补充品
类延伸。
为进一步实现、放大公司品类发展优势，报告期内，公司品类研究院从医药“品种、品类、品牌”三个维度，建立“医药
工业、医药终端零售市场、医药专家”三方协同服务消费者的桥梁，在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专业健康服务指导的同时，为公司
提供产品策略升级、品类规划、品牌策划、新产品研发、生产提供技术支持。
④广渠道操作模式优势
强大的渠道管理和终端覆盖是公司的核心优势之一，公司完成了“组织—队伍—网络”的锤造，现拥有品牌、处方、普药、
小葵花大健康为主的销售分/子公司，形成19个事业部/大区级销售单元，在全国建立了超过400支省级销售团队，零售市场
方面覆盖了除西藏外所有省、市和地区，与全国最优质的经销商和连锁终端广泛合作，通过 KA、直控、商控、电商四大平
台的建设，不断扩大终端的覆盖。医院市场方面公司近年顺应国家医改政策，向下延伸至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拓
展基层医疗市场，同时不断开发上量三级以上重点医院，全国近万家等级医院及基层医疗销售公司产品。
公司组建专业团队，积极布局新零售业务，通过互联网电商和新零售OTO模式，积极开展产品直达用户的销售模式创新，
未来也将成为公司发展的一个强力助推器。
⑤营销推广优势
公司的营销活动完全市场化运作，公司依据品种特征和销售终端差异，分别采取品牌模式、普药模式、处方模式、大健
康的销售模式。品牌模式下更大的发挥品牌拉动作用，普药采取控销模式，处方端强化学术推广。一手抓消费者，一手抓销
售者，使产品在流通领域和销售终端及消费者面前更显竞争优势。
线上方面，电视、网络、自媒体多渠道高频次触达消费者，并打造了“小葵花妈妈课堂”、“儿医在线”等公益平台，把传
播儿童安全用药理念、呵护儿童健康成长作为责任和使命。
线下方面，邀请连锁客户共同开展幼儿园、淘气堡、绘画比赛、炫舞大赛推广活动，针对3.8妇女节、3.18护肝日、6.1
儿童节系列节日开展品牌共建活动，每年传播教育消费者10万人以上。
（5）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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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公司贯彻“奋进新时代，价值新十年”蓝图的第二年，通过对2019年发展、变革、创新成果等各方工作系统总
结，公司结合国家、医药行业的深刻变革、趋势发展及企业自身竞争优势、营销模式、资源储备，进一步研讨制定未来的战
略方向、业务布局。明确以“呵护中国儿童健康成长，保障中国儿童用药安全”为企业使命，确定了 “儿童药”的核心战略规
划，稳步实施价值型发展路径，提升核心竞争力，推进企业战略落地。
①聚焦“儿童药”第一战略
公司将进一步聚焦儿童药战略，并将其清晰定位为公司第一战略，坚定执行公司既定的发展战略规划部署，在战略执行
上切实体现压强原则，强度配置资源，从产品力、产品线力、传播力、品牌力等方面强化领军优势。
公司以“买、改、联、研、代”的方式，从儿童常见病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矿维补益和营养保健三大治疗领域入手搭
建三条增长曲线，丰富儿童药产品管线布局，通过对第一曲线产品进行品质升级；第二曲线进行规模提档、品种补充；第三
曲线进行快速组建，实现产品引进，同时加快大健康产品的网上网下布局。整体提升和局部优化“金角银边草肚皮”围棋战略，
持续做大现有儿药品种，聚焦新增品类金角产品市场培育，重视现有品类匮乏的产品储备，夯实儿童药品类的多细分领域的
占位，保持小葵花儿童药难以撼动的品牌、市场优势。
②稳步推进“一妇、一老”作为战略补充
切实回归产品属性，依托小葵花儿童药的强大用户流量，布局资源配置，做好妇科药品类的顶层设计与产品规划，建立
“在以线下战术作为品类的核心策略的逐步发展”思路，加快领军产品引进，为未来的妇科战略做产品和模式储备；在老慢病
用药上，升级胃药品牌营销策略，推动护肝片和胃康灵销量的持续上升，通过差异化定位，实现胃药对症治疗，精准化用药，
推出“胃药家族”组合营销，做大公司丰富的胃药品种资源。
③营销模式创新
公司将结合自身产品，从用户、客户角度出发，进一步对成长目标和营销模式进行升级。透彻研究用户需求，创新多元
化的用户触达模式，提供符合用户价值观的产品，创造用户价值；深化战略客户的合作升级，加快共享、共建、共赢的机制
建设，让客户选择和客户资源配置更加清晰、科学。靠产品的专业性、疗效力、口碑，不断优化产品和投资、产品研发，实
现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④组织优化，管理升级
持续推进公司内部组织变革，系统梳理公司内部管理规范、权责流程、激励政策，以价值贡献和价值创造为导向，向贡
献者倾斜，提高组织效率、提升执行力，优化公司内部管理效能；同时，加强成本管控，依托信息化手段，来提高制造、流
通、传播、推广、管理的各环节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保障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⑤落地研发战略，规划研发布局
公司紧紧围绕以消费者为核心，将研发战略升级为“买、改、联、研、代”，并进一步向儿童、妇科、老慢病用药品类聚
焦，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多元、灵活的手段，补充以儿童药、妇科药、老慢病用药为主的产品线。同时，做好以循证医学
为手段的大品种精品药研发，打造精品良药。
⑥面临的风险
行业政策变动风险
随着一系列医药政策的陆续出台，药品行业监管持续强化，对医药行业、对公司经营发展等将产生影响，医药行业格局
面临巨大变化。公司将密切关注国家政策变化，适时调整经营战略，加强风险防控，提升生产工艺改进，提高安全管理和环
保防护水平，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中药材价格波动风险
中药材因受生存条件、市场供求、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多重因素影响，近年来部分中药材价格存在一定的波动。如果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中药材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或异常波动，将加大公司药品的成本，从而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公
司对于核心大品种的核心药材，都会基于科学评估做战略储备，有针对性的做自有药材基地规划建设布局，以保持稳定的药
品成本，有效控制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进一步降低盈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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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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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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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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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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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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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 财政部规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
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
定
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上年年末
据”和“应收账款”列示；“应付
余额355,420,033.98元， “应收账款”上年
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
年末余额263,108,168.64元；
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比较
数据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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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5,194.74元， “应付账款”上年年
末余额437,158,481.93元。
（2）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 财政部规 “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 “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
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
定
值损失（损失以“-”填列）”，资产减值损 值损失（损失以“-”填列）”，资产减值损
（损失以“-”填列）”
失上期金额为-11,127,165.04
失上期金额为1,9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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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1）其他流动资产-可供出售 第三届董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243,461,000.00元
金融资产-理财产品重分类为 事会第十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四次会议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243,461,000.00元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母公司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243,461,000.0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243,46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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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 第三届董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2,857,148.00
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 事会第十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四次会议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2,857,148.00
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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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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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