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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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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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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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58,5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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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辰股份 股票代码 30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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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积平 谢圣伟 

办公地址 宜兴环科园氿南路 8 号 宜兴环科园氿南路 8 号 

传真 0510-87076198   0510-87076198   

电话 0510-80713366   0510-80713366   

电子信箱 zcdl@sinostar-cable.com zcdl@sinostar-cabl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线电缆及电缆附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为110kV及以下电力电缆、750kV及以下裸导线、

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等电线电缆产品及电缆附件，并以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以及“两网”公司下辖省市县电力公司

为主要客户，产品广泛应用于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电力传输主干网、城镇配电网以及农村电网的建设和升级改造

工程。 

2、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为110kV及以下电力电缆、750kV及以下裸导线、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以及电缆附件等四大类。其中电力

电缆主要被应用在电力系统的主干线路中用以传输和分配大功率电能；裸导线主要应用于长距离、大跨越、超高压输电电网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建设；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主要被用于从电力系统的配电点把电能直接传送到各种用电设备、器具；电缆附件则主要用于连

接和保护电线电缆。上述产品广泛应用于电网建设、火力和水力发电、电气化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发电、石油/石

化、冶金、船舶、家电、工程建筑等行业和国家重点项目。 

3、经营模式 

公司的经营模式按运营环节可分为采购模式、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经营中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包括金属材料和化工原料，金属材料包括铜杆、铝杆、镀锡铜丝、钢绞线、镀锌钢带、

铝带等，化工原料包括绝缘料（包括PVC绝缘料、硅烷交联绝缘料、化学交联聚乙烯绝缘料等）、屏蔽料（内屏蔽、外屏蔽、

非交联屏蔽）和护套料（PVC护套和PE护套）等。此外，受部分产品产能不足、订单交货期较短以及运输成本较高等因素

影响，公司报告期内存在向其他合格电线电缆企业及电缆附件企业采购电线电缆及电缆附件的情况。 

公司制定了完善的原材料采购制度和流程，原材料均通过采供中心统一向国内外厂商采购，所有材料的采购，采供中心

须凭经过审批的采购申请单对外进行比质比价。公司建立了合格供应商管理制度，严格按照产品质量、供货及时性、价格及

售后服务等指标选择优质供应商，并每年对供应商及潜在供应商进行评审，优胜劣汰，保证供应商队伍稳定和健康发展。 

公司所处宜兴市为电线电缆企业聚集地，区域产业配套完善，电缆企业及原材料供应商众多。公司与原材料供应商已建

立长期互利合作的关系，供应商能够确保货源稳定、充足、及时供应，为公司高效生产，控制成本提供可靠保证。 

2）生产模式 

①电线电缆的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方式组织生产，这是由于电线电缆产品具有定制生产的特点，不同客户对产品性能、规格、长

度的要求不尽相同，公司在签订合同后才能够确定产品的型号规格并组织铜、铝的采购和产品生产。 

在客户下达订单（或供货单）后，公司营销中心向生产中心下达内部订单，生产中心根据内部订单及技术质量中心测算

的铜、铝需求量向采供中心下达采购任务，采供中心根据库存数量和交货期安排采购入库，生产中心根据内部订单安排生产

计划并分配到生产车间进行生产，生产的成品经技术质量中心检验合格后发放合格证并入库，之后营销中心根据交货期及交

货地点组织车辆送货。 

②铜带、铝绞线的委托加工模式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将部分简单的前序工艺如拉丝（压延）、绞线等委托给其他企业加工（以下简称“加工方”）。公司

将铜杆、铝杆等原材料提供给加工方，加工方进行拉丝（压延）、绞线后将铜带、铝绞线等交付给公司，公司向其支付委托

加工费。公司定期与加工方签订《委托加工合同》，确定合同执行期内的加工费以及预计的委托加工数量等。 

3）销售模式 

公司一直采用“直销”的模式进行销售。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营销网络，实行4级营销管控模式，即总经理—销售副总—

区域总监—营销经理。公司在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建立销售网络，向客户提供售前、售中、售后全程式服务。 

对于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及其他通过招投标采购的客户，公司营销人员即时收集招标信息并制作标书参与投标，

中标后区域营销人员负责合同签订、跟踪合同执行情况，并负责客户项目现场服务。对于其他客户，公司营销人员主动联系

并积极跟踪客户的采购需求，通过商务谈判方式获取订单。 

4、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1）宏观经济整体向好，行业需求维持长期稳步增长的趋势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GDP增速常年稳定在6%以上，以国家电网更新改造、城市化进程的提速为代表

的我国新一轮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开展,将为线缆行业带来长期、持续的市场需求。 

2）政策鼓励电线电缆行业优化升级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多项文件，持续鼓励电线电缆行业优化升级。以《中国制造2025》《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文件为基础，我国将发展高端制造业提升到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高度，力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争通过创新驱动、制造强国的国家战略，促进制造业调整转型，优化升级。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电线电缆行业具有良

好的发展前景。 

3）主要产品应用市场需求广阔 

电线电缆行业在经济建设中必须配套发展或是超前发展，这就决定其发展速度至少同步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或是更

快。 

电线电缆行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各行业尤其是基础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电力、交通、新能源、建筑工程、通信、船舶、

石油化工以及民用等领域未来长时间的持续重大投资将给电线电缆行业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4）公司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公司经过多年的经营积累，已经在技术创新、品质管理、营销服务等各个方面确立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在行业内建立起

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未来，公司将结合行业发展与市场需求，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通过持续引进高端技术人才，

大幅提升客户服务能力，形成自己的专有技术和创新能力，打造国产高端电缆产品的自主品牌，所有这些都将是公司未来的

经营业绩得以持续快速增长的保障。 

5、行业发展阶段 

1）全球电缆行业步入中速增长阶段，绝对规模稳步增长 

电线电缆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是现代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保障。电线电缆行业的发展水平也是一个国

家制造业水平的标志和缩影。全球电线电缆行业已步入稳定增长阶段，且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存量竞争的特征。 

2）我国线缆产销量全球第一，行业总体平稳发展 

我国的电线电缆行业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电线电缆行业迎来高速发展期，

目前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配套产业之一，行业总体保持平稳发展，趋于成熟，从高速粗放步入中速高质发展阶段，

增速放缓但领先于全球平均水平。 

6、行业周期性特点 

1）行业的周期性 

电线电缆行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形势密切相关，受电力、能源、交通、通信及工程建筑等诸多支柱性产业景气度的

影响较大。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阶段，特高压及超高压输电线路、电气化铁路和城市

轨道交通、新能源发电等领域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建设，预示着我国电线电缆行业具有较长的景气周期。 

2）行业的区域性 

我国电线电缆行业已形成以江苏宜兴、浙江临安、安徽无为、广东东莞等为代表的产业集群。上述主要的产业基地均位

于我国东部经济总量大、电力建设投入高的省份，相互竞争又各有特色，如宜兴的电力电缆和特种电缆，无为的特种电缆和

广东的电缆出口等。 

由于电缆产品的运输成本较高，电线电缆企业存在明显的运输半径，因此各区域均存在具有相当规模和竞争力的当地企

业。为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同时开拓外省市市场，部分大型电缆企业采取异地建厂或与当地电缆企业合作的方式提高竞争力。

为拓展并巩固华北及东北市场，本公司在山东德州设立控股子公司山东聚辰，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公司的竞争实力。 

3）行业的季节性 

电线电缆主要应用领域包括电网建设、火力发电及新能源发电、能源开采、电气化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通信及工

程建筑等。电网公司一般在上半年进行招标，二、三、四季度集中供货并施工；铁路和城轨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筑工程等受

气候和春节假期影响较大，一般集中于二、三、四季度供货。受前述因素影响，电线电缆企业的销售存在一定的季节性。 

7、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电线电缆及电缆附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主营业务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公司已经成为电线

电缆行业的主要竞争企业之一。经过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线电缆分会和线缆信息研究院专家组成的中国线缆企业竞争力研

究项目小组共同评定，公司被评为“2020年中国线缆行业具竞争力企业100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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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力系统领域，公司已通过国家电网公司10～750kV钢芯铝绞线、架空绝缘电缆、110kV电力电缆、1～35kV电力电

缆、控制电缆供应商资质审核，成为国内电缆行业中入围产品系列最全的企业之一。公司近年来在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

公司的历次招投标中大量中标，产品已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重大电网工程中投入使用。 

在非电力系统领域，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火力发电、新能源发电、电气化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机场等行业，深受客户

信赖和好评。报告期内，公司在非电力系统领域的销售金额快速增长，竞争实力不断提升，已成为火力发电、新能源发电、

电气化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重要的电线电缆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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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054,244,735.69 2,094,098,984.55 2,094,098,984.55 -1.90% 1,901,545,539.18 1,901,545,539.1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91,588,993.05 97,371,637.14 97,336,009.30 -5.90% 88,916,537.64 88,768,861.0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9,821,288.51 84,797,124.93 84,761,497.09 -5.83% 76,018,427.01 75,870,750.4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1,480,378.46 120,426,842.60 116,222,215.44 -178.71% 32,213,230.01 28,710,909.7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5 0.27 0.27 -7.41% 0.25 0.2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5 0.27 0.27 -7.41% 0.25 0.2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9.32% 10.96% 10.96% -1.64% 11.57% 11.5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2,230,132,199.90 1,888,611,558.66 1,892,741,299.57 17.83% 1,671,001,007.41 1,674,464,443.6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28,137,284.64 936,731,596.03 936,548,291.60 9.78% 839,359,958.89 839,212,282.3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8年、2019年及2020年，本集团存在TCL金单贴现业务。TCL金单是指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集团”）

的成员根据TCL集团设立并运营的“简单汇平台”的规则和指引开具的，显示基础合同项下TCL集团成员与基础合同交易对

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债务凭证。本集团为了加快货款的回收，在收到客户支付的金单后，在“简单汇平台”向相关金融机

构进行贴现，根据TCL金单贴现协议，TCL金单贴现或背书后不具有追索权，故更正前本集团将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上

述票据贴现或背书后终止确认，相关票据贴现净额在现金流量表中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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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自查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关于TCL金单贴现相关的会计处理后认为，根据TCL金单贴现协议，金单贴现后通常

不会被追索，但不能完全排除被追索的可能性。根据谨慎性原则，本集团对上述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已贴现和背书票

据不予终止确认，并参照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在应收商业承兑汇票的账龄起点追溯至对应的应收账款账龄起始点计提信

用减值损失，并将相关票据贴现净额在现金流量表中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调整至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列

示。 

本次前期差错更正已经2020年12月1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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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174,956.65 571,075,754.62 538,817,381.21 620,176,64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95,671.77 25,131,324.01 25,309,686.79 27,152,31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70,191.55 16,981,644.39 24,158,108.97 25,611,343.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5,519,276.01 -21,993,568.82 -44,445,898.67 180,478,3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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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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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辰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1.00% 22,375,000 22,375,000   

天津新远景优

盛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普通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3% 50,010,000 50,010,000   

张学民 境内自然人 5.24% 19,230,000 19,230,000   

宋天祥 境内自然人 4.09% 15,000,000 15,000,000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耘陵志合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4% 11,160,000 11,160,000   

赵楠渊 境内自然人 2.45% 9,000,000 9,000,000 冻结 9,000,000 

三花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9% 7,670,000 7,670,000   

中海同创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1% 7,000,000 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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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玉 境内自然人 1.71% 6,280,000 6,280,000   

杭州启浦海本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 5,000,000 5,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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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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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是公司实现转型升级的发展承上启下的之年，是公司推进上市战略的关键之年。面对复杂

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公司上下与时俱进、顺势而为，朝着“抓效益、提效率、保稳定”的发展目标砥砺前行，通过全体员

工的辛勤奋斗和顽强拼搏，经受住了各类严峻考验，顺利实现了“稳中求进、竞进提质、升级增效”的发展目标。 

（一）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开启发展崭新篇章 

为落实董事会战略决策，公司在确保生产经营正常有序运行的前提下，统筹推进公司上市的各项工作。2020年12月23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570号）

同意注册，公司于2021年1月22日于深交所创业板成功挂牌，这不仅是公司在电线电缆行业耕耘多年的重要里程碑，也揭开

了公司迈入产品加速更新升级、服务体系和研发投入规模持续扩大的崭新发展阶段的序幕。 

（二）关键指标基本达成，整体经营情况稳定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公司迅速响应冷静应对，严格防控高效组织，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复工复产，最

大程度克服疫情影响，各项业务稳步发展，实现营业收入205,424.4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9%；净利润9,046.83万元，比

上年同期减少6.01%；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9,158.9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9%；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7,982.1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83%。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23,013.2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02,813.73万元。总体来看，经营成果基本达到公司在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 

（三）固本强基提质增效，科学创新催发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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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公司围绕稳产、提质、创效为工作重点，科学安排，精心调度，着力加强生产组织，以提高生产质量为中心，

把精细标准、精致作业、精品管理作为重要管理理念，生产保持稳定发展态势。报告期内共授权专利18项，其中发明专利1

项，参与2项国家标准，6项团体标准，6项企业标准的编写起草工作；其中《空调器用室内外环保型连接线》团标完全由我

公司负责主导和起草，该产品通过“江苏精品”国际认证联盟认证，荣获首届“江苏精品”认证证书。共进行新产品样品鉴

定7项，3项国内领先，其余4项国内先进水平。获得了机械工业最高质量奖项——全国机械工业质量奖，获得了“宜兴市级

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入围首批江苏省绿色工厂。同时为深入推行知识产权强企、践行社会责任、实现用户满意，新增了“知

识产权管理体系、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售后服务管理体系”。 

（四）深入推进内部改革，优化企业运营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

工作细则》《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规范运作，相关机构和人员均依法履行相应职责，不断提高法人治理水平；同

时适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持续深入加强公司治理体系，进一步推动企业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 

加强信息化建设，促进管理现代化、精细化。与中国联通及阿里云合作，正式启动5G工业视觉检测项目，完成国家电

网的电工装备智慧物联平台对接以及南方电网的供应链统一服务平台对接，完善了用友ERP、OA等办公系统，进一步消除

部门壁垒，使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在受控的状态下进行，实现各工作环节的有效集成。 

（五）活跃创新人文建设，团队力量厚积薄发 

坚持把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不断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全面推进企业人才队伍建设。报告期内共组织各

类培训1825余人次，开展“岗位技能竞赛”、“红旗班组建设”、师带徒等活动，并选拔各领域精英人才参与各类竞赛，组织

各分厂开展班组之间的劳动竞赛活动，营造“比、学、赶、超”氛围，推进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择优淘汰机制，鼓励优秀

人才脱颖而出，获评为“十三五”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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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电缆 1,780,444,980.06 290,135,452.17 16.30% -7.83% -9.55% -0.31% 

电气装备用电

线电缆 
206,739,573.58 31,031,610.00 15.01% 106.76% 93.60%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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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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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新收入准则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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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根据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

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企业可以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

行调整。 

①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合并）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减值影响 小计 

预收款项 26,008,498.89 -26,008,498.89  -26,008,498.89 — 

合同负债 — 23,016,370.70  23,016,370.70 23,016,370.70 

其他流动负债  2,992,128.19  2,992,128.19 2,992,128.19 

应收账款 771,776,199.27 -90,815,063.38  680,961,135.89 680,961,135.89 

合同资产  90,815,063.38  90,815,063.38 90,815,063.38 

②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母公司）相关项目影响列式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减值影响 小计 

预收款项 25,747,184.33 -25,747,184.33  -25,747,184.33 — 

合同负债 — 22,785,118.88  22,785,118.88 22,785,118.88 

其他流动负债  2,962,065.45  2,962,065.45 2,962,065.45 

应收账款 724,750,964.15 -90,815,063.38  633,935,900.77 633,935,900.77 

合同资产  90,815,063.38  90,815,063.38 90,815,063.38 

2）关联方认定变更 

本集团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0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文件，该

文件规定“除第36号准则第四条规定外，下列各方构成关联方，应当按照第36号准则进行相关披露：（一）企业与其所属企

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二）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

营企业。”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集团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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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期差错更正 

1、前期差错更正原因 

2018年、2019年及2020年，本集团存在TCL金单贴现业务。TCL金单是指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集团”）

的成员根据TCL集团设立并运营的“简单汇平台”的规则和指引开具的，显示基础合同项下TCL集团成员与基础合同交易对

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债务凭证。本集团为了加快货款的回收，在收到客户支付的金单后，在“简单汇平台”向相关金融机

构进行贴现，根据TCL金单贴现协议，TCL金单贴现或背书后不具有追索权，故更正前本集团将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上

述票据贴现或背书后终止确认，相关票据贴现净额在现金流量表中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列式。 

本集团自查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关于TCL金单贴现相关的会计处理后认为，根据TCL金单贴现协议，金单贴现后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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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被追索，但不能完全排除被追索的可能性。根据谨慎性原则，本集团对上述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已贴现和背书票

据不予终止确认，并参照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在应收商业承兑汇票的账龄起点追溯至对应的应收账款账龄起始点计提信

用减值损失，并将相关票据贴现净额在现金流量表中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调整至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列

示。 

本次前期差错更正已经2020年12月1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2、前期差错更正对期初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1-12月） 

财务报表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 28,926,635.83 4,097,393.07 33,024,028.9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790,788.28 32,347.84 19,823,136.12 

资产合计 1,888,611,558.66 4,129,740.91 1,892,741,299.57 

短期借款 537,491,077.48 4,313,045.34 541,804,122.82 

负债合计 920,423,400.56 4,313,045.34 924,736,445.90 

盈余公积 27,849,577.09 -18,330.44 27,831,246.65 

未分配利润 229,613,939.23 -164,973.98 229,448,965.25 

股东权益合计 968,188,158.10 -183,304.43 968,004,853.67 

利润表 

信用减值损失 -8,540,607.22 -41,915.10 -8,582,522.32 

所得税费用 13,486,059.16 -6,287.26 13,479,771.90 

净利润合计 96,284,618.55 -35,627.84 96,248,990.71 

现金流量表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111,922,876.27 -4,204,627.16 2,107,718,249.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426,842.60 -4,204,627.16 116,222,215.44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707,491,077.48 4,313,045.34 711,804,122.82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

付的现金 
29,625,565.85 108,418.18 29,733,984.0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80,057.83 4,204,627.16 -17,675,43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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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