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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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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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元（含

税）。本次利润分配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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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艺股份 60360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顾钦杭 李伟 

办公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永艺西路1

号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

镇永艺西路1号 

电话 0572-5137669 0572-5137669 

电子信箱 ue-ir@uechairs.com ue-ir@uechairs.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和销售健康座椅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始终秉承“永而致新，艺

臻完美”的企业精神，以“融合科技与艺术，让生活更舒适更健康”为使命，努力成为全球最受

欢迎的座椅企业。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办公椅、培训椅、按摩椅椅身、休闲椅、儿童椅、沙发及功

能座椅配件等。 



主要产品图片及功能如下： 

产

品

名

称 

产品图片 产品功能 

动

态

座

椅

BO

BO 

 

UEBOBO 椅是一款独特的椅子，是小憩的理想坐具；在

不同的位置以不同的高度坐着/小憩，能够有效地预防乳酸

的产生和肌肉的疲劳，减少背部产生健康问题的风险。 

UEBOBO 椅凭借其出色的产品设计荣获红点奖“最佳

设计奖”和德国“iF 奖”产品设计奖。 

简

约

自

适

应

办

公

椅 

 

马斯特采用极简的设计理念，具有简约流畅的外形线

条、底盘融入式一体化整椅外观与结构设计。本产品集多

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于一身，其中自适应底盘专利技术

可以依据人体自身重量自动调节座椅倾仰力，融入式底盘

与整椅浑然一体，一体化曲线设计同时具备同步异角度倾

仰功能，一个升降控制键实现整椅所有功能的操作，整幅

式高强度弹性面料能有效支撑人体重量，达到简约舒适的

效果。 

马斯特凭借其出色的产品设计荣获红点奖“产品设计

奖”。 

午

休

办

公

椅

系

列 

 

本产品针对长时间工作需要中途休息或者有午休习惯

的消费者设计的一个家族性产品族，采用平台化、模组化

设计，以坐垫、扶手、底盘加隐藏式搁脚机构作为一个平

台，模组化组成系列午休办公椅。 

本产品的隐藏式搁脚机构拥有多项专利技术，在办公

时搁脚收起并隐藏于坐垫底部，在外观、功能与结构上与

常规办公椅无异，外观美观紧凑又不影响办公；在休息时

搁脚伸出，结合座椅 135 度大倾仰夹角，是人体休息的最

佳角度。 



现

代

办

公

椅 

 

Picasso 座椅经过有机造型设计，是您舒适座椅解决方

案的首选。 

座椅骨架采用玻璃纤维 PP固化材料，靠背配有可调节

的网面头枕，靠背采用同样的网面材料，使座椅整体更加

美观和谐。座椅特别设计同步系统，轻易实现位置调节及

后仰位置锁定。座高可依据需求在 445至 515 mm范围内自

由调节。座椅采用烟灰色喷塑的钢管基座，稳定牢固，底

座由五个耐磨尼龙脚轮支撑，方便移动。外形精美，坐感

舒适；贴心扶手设计，放松双臂；舒适坐姿，始终如一。 

高

端

培

训

椅

系

列 

 

毕沙罗拥有多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技术性、功能

性、实用性和舒适性均领先传统培训用椅。创新的四通连

接技术，可以便捷地将钢管、铝合金及工程塑料零部件快

速组装和拆卸，大大减小了产品包装体积；巧妙的靠背倾

仰机构，在保持精致外观的同时实现靠背倾仰功能，确保

使用舒适又安全可靠；精巧的书写板翻转机构，在保持精

巧纤薄的同时，拥有高达 68公斤的承载力，与传统培训椅

相比遥遥领先，完全符合严格的欧美国家标准；可翻转坐

垫与灵活的滑轮组合，轻松实现产品的推叠，大大节省了

储存空间。 

毕沙罗凭借其出色的产品设计荣获美国尖峰设计亚太

奖之中国家博会优秀设计奖。 

按

摩

椅

椅

身 

 

    本产品重新定义按摩椅全身按摩的品质和效能，为使

用者打造无与伦比的人性化按摩，让使用者体验前所未有

的舒缓和身心健康新境界。 



按

摩

椅

椅

身 

 

四手按摩：采用 4 个强劲的按摩滚轮，能同步按摩体

验者的上半身与下半身，双倍享受、双倍放松。 

智慧 V 手按摩：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指的张合技巧，以

灵活的揉捏式手法，缓解肌肉深层的酸痛。 

360 度按摩球：横向和直向 360度旋转，服帖地沿着身

体的曲线滚动，给予舒畅与愉悦的按摩享受。 

休

闲

椅 

 

本产品将“基于人体重量自适应的座背联动理论与方

法”运用到休闲沙发椅产品设计，采用座背联动技术，具

有零搓背、不跑腰的特点。座椅倾仰时，椅背始终贴合人

体的背部，两者不产生相对位移。在任何角度，腰部都不

会悬空，避免长期使用导致腰酸。 

本产品基于人体重量自适应技术，当人坐在椅子上靠

下或起来时，人体施加在坐垫上的力，通过机构的分力传

递，可以反馈到靠背上，使靠背提供恰到好处的支撑，达

到靠背和坐垫两者之间力的相对平衡，使靠背在任意角度

都可以轻松停住。 

休

闲

椅

组

合 

 

本产品采用感情化设计的理念，植入自主研发的座背

联动自适应系统，将产品精髓——舒适，通过视觉传达和

用户体验，真切回馈给用户。本产品打造的不仅是沙发，

更提供生活中如家人般的呵护，营造温馨的气氛，化解生

活中的压力。 

儿

童

椅 

 

    儿童健康成长系列。可以实现靠背高度，坐垫深度和

扶手高度的同步调节，以满足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坐姿要

求。 

    坐垫高度控制手柄可以实现坐垫高度的调节。 

    靠背坐垫软垫可以拆洗，保持软垫的清洁和卫生。 



沙

发 

 

本产品采用电动可调节腰部支撑系统，背部、颈部的

沙发支撑力度可以自由快速调节，适合不同用户的使用习

惯。 

本产品具备电动可调节的坐姿角度伸展功能，从正常

坐姿到完全躺平之间的任何角度，均可实现电动操作，充

分保证使用者的沉浸感体验。此外，本产品还具备音响、

智能茶托等功能。 

敬

老

椅 

 

本产品专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设计，具备电动可调节

的坐姿角度伸展功能，从正常坐姿到完全躺平之间的任何

角度均可实现电动操作，辅助站立便于行走，同时具有按

摩、加热功能。 

功

能

座

椅

配

件 

 

    围绕安全、坚固和可靠的设计理念进行结构设计，实

现最佳的安全和舒适效果。 

    操作更加容易和简便，实现最大的抗弯性能，有效提

升重量载荷以及耐用性能。 

    无噪音，运行稳定，寿命更长。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以 ODM为主，并大力推进 OBM。全面运用 SAP、ACE等信息与管理系统进行经营，

不断提升科学管理水平。公司的具体经营模式如下： 

1、研发设计模式 

公司建立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研发设计机制，以研发创新驱动业绩增长，以省级“永艺健

康坐具研究院”及省级院士工作站为平台，与国内高等院校及国内外研发设计团队深度合作，持

续研发核心关键技术，不断输出新产品。公司研发设计的重点包括底盘、机构等关键核心技术的

研发以及基于市场趋势和客户需求的新产品设计开发。 

2、采购模式 

公司原材料主要包括钢铁、塑料、面料、海绵、包装等，原材料采购一般按照“以销定产、

以产定购”的模式，根据销售计划确定生产计划，再根据生产计划、既有库存等因素制定采购计



划。采购的原材料经过严格检验后入库备用，公司物流部门负责出入库和库存管理。公司设有战

略采购中心，实行集中统一采购，建立了严格完善的供应商准入和管理制度，选择能够持续发展、

稳定供货、符合品质要求、具有成本优势的优秀供应商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关键物料五金、木架、

注塑等逐渐采取自制，垂直化集成管理，不断优化供应链，降低采购成本。大力推进“两化融合”，

不断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运用 SAP 系统，生产计划及采购计划全部通过该系统运行；通过 SCM

系统进行供应链管理，包括供应商直接网上接收订单、发货、对账等，并对供应商进行考核。 

3、生产模式 

依托 SAP系统，有效加强销售计划、生产计划和物料计划的协同，实现以销定产、以产定购。

生产过程主要由公司运营中心的生产部门执行，生产部门根据订单制定生产作业计划，进行生产

调度、管理和控制，确保生产计划顺利完成。公司持续推行精益生产，引进 ACE（获取竞争优势）

管理模式，不断优化运营管理，力争达到 ACE 银牌认证工厂。大力推行“机器换人”，不断提高

自动化、智能化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生产制造效率。 

4、销售模式 

公司以自营出口为主，以专业展会为主要营销平台，以大客户营销为主要手段。国际市场主

要采取 ODM 的方式向北美、欧洲和亚洲等市场销售，主要客户为境外大型办公家具零售商、进口

商、制造商及系统集成商。报告期内，公司启动跨境电商业务，进一步拓宽了海外市场销售渠道。 

针对国内市场，公司专门设有内销子公司椅业科技，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大力建设国内品牌、

拓展营销网络，加速扩大国内市场销售份额。 

（三）行业情况说明 

1、公司所处的行业 

根据证监会 2012 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属于家具制造业（C21），具体属

于座椅制造业。 

2、行业发展状况 

（1）我国家具行业发展概况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全球家具生产持续从欧美等工业化国家向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

我国凭借劳动力资源丰富等多方面优势顺应了产业转移，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家具生产

制造基地之一。近年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不断融合发展，有力推动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

进了我国家具行业从依靠成本竞争向提升产品科技含量、提升产业服务水平及产品附加值转变。

Statista统计数据显示，预计 2018年全球家具市场的收入达到 3,131亿美元，2018-2021年间全



球家具市场年增长率有望达到 2.0%；中国家具协会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家具行业累计完成

主营业务收入 7,011.88亿元，同比增长 4.33%；海关总署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家具及其零件出

口额 536.9亿美元，同比增长 7.6%。国内行业整体规模及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并高于全球行业增速，

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家具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 

（2）我国座椅行业发展状况 

我国座椅行业准入门槛较低，导致行业集中度较低，市场格局极为分散，仅公司所在的安吉

县就有办公椅企业 700 家，同质化竞争激烈。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座椅行业向产业整

合、分工专业、产品高质和绿色可持续等方向发展，盈利模式从传统大量贴牌生产方式向自主研

发、品牌提升方式转变，产业组织方式从“制造环节的供应链整合”向“整体产业链、价值链整

合”转变。经过 30多年的迅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健康坐具生产国及出口国之一。

相关国家海关的进出口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出口的办公椅（海关编码：940130，可调高度的转

动坐具）占美国该品类总进口量的 66.33%，占德国总进口量的 43.90%，占日本总进口量的 65.40%。 

（3）国内外座椅行业整体需求状况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办公条件的改善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意识的提升，以办公

椅、沙发、按摩椅等为代表的健康坐具逐渐融入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健康坐具的刚需特征日

益显现，渗透率不断提升，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同时，随着“消费升级”时代的来临，消费者对

座椅产品的设计、品质和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来越注重外观、人体工程学设计、环保及材

料创新，中高端座椅产品的需求逐步增加。 

分地区看，发达国家对高端健康坐具具有较大的需求，近年来随着国内部分龙头企业逐渐向

高端产品渗透，发达国家从中国进口的健康坐具不断增加；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健康坐具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国内市场随着第三产业不断发展，对健康

坐具产品的需求也快速增加。总体上看，国内外座椅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国内座椅企业的发展前

景十分广阔。 

（4）以国际产业转移深化、国内产业整合提升为新趋势 

目前，我国在全球座椅产业链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座椅生产基地之一。

除中低端产品外，高端产品的设计、研发也在逐渐向国内转移，具有竞争优势的国内企业逐步将

业务向中高端领域拓展。在国际产业不断转移的同时，国内座椅行业也在加快整合提升，拥有竞

争优势的龙头企业将借助先发优势，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供应链整合等领域形成更强的

竞争壁垒。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CSIL(Centre for Industrial Studies，米兰工业研究中心)研究报告

的相关数据显示，2017 年美国前十大办公坐具企业市场份额占比达到 77.2%，欧洲前十大办公坐

具企业市场份额占比达到 51.6%，行业集中度很高，可见欧美成熟市场已经走过了从分散到高度

集中的发展历程。未来，随着国内座椅行业加快转型升级，研发投入多、创新能力强、品牌知名

度高的龙头企业将进一步提升竞争优势，逐渐成为我国座椅行业加快整合的主力军，推动行业集

中度不断提升。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首家在 A 股上市的座椅企业，是国家办公椅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行业内首

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之一，也是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单位、浙江省椅业协会会长单位、国家知

识产权示范企业、中国质量诚信企业、中国家具行业科技创新先进单位、服务 G20 杭州峰会先进

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全国家具标准化先进集体、中国办公家具十大创新标杆企业；公司拥有

行业内首家省级“健康坐具研究院”。中国家具协会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家具行业累计完

成主营业务收入 7,011.88亿元，同比增长 4.33%；另据浙江省家具行业协会数据，2018年全省规

模以上家具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52.48亿元，同比增长 7.4%。公司 2018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24.02 亿元，同比增长 31.07%,大幅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其中，2018 年度公司实现办公椅销售

收入 15.02亿元，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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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6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754,713,590.86 1,107,407,407.10 1,107,407,407.10 58.45 940,347,303.11 

营业收入 2,411,083,378.85 1,840,632,699.88 1,840,632,699.88 30.99 1,401,922,47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3,913,616.30 100,193,695.62 100,193,695.62 3.71 120,224,06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5,235,288.97 89,115,268.63 89,115,268.63 -15.58 110,731,97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73,435,769.13 666,787,424.66 666,787,424.66 75.98 622,609,825.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2,442,535.80 85,502,966.83 85,226,166.83 -26.97 99,781,684.1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7 0.40 0.40 -7.50 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6 0.40 0.40 -10.00 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20 15.82 15.82 

减少5.62

个百分点 
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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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597,729.08 614,526,779.99 593,012,929.45 714,945,94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23,649.77 21,552,736.08 26,329,687.73 30,007,54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973,716.46 19,223,911.86 22,497,568.15 21,540,092.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579,617.92 50,858,405.50 15,195,843.90 45,967,9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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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70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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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艺控股有限公司 0 77,812,500 25.71 0 质押 30,85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安吉尚诚永盛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0 49,218,750 16.26 0 质押 33,3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阮正富 0 25,312,500 8.36 0 质押 19,315,000 境内自然人 

张加勇 2,707,047 20,988,297 6.9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继东 11,150,000 11,150,000 3.68 11,150,000 无 0 未知 

建信基金-杭州银行-建信-华

润信托-惠润 1 号特定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10,000,000 10,000,000 3.30 10,000,000 无 0 未知 

玄元（横琴）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玄元横琴 2 号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5,800,000 5,800,000 1.92 5,800,000 无 0 未知 

钱海平 5,550,000 5,550,000 1.83 5,550,000 无 0 未知 

浙江升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550,000 5,550,000 1.83 5,550,000 无 0 未知 

戚国红 5,000,000 5,000,000 1.65 5,000,000 无 0 未知 



段怡婷 5,000,000 5,000,000 1.65 5,000,00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加勇持有永艺控股 60%股权、其妻子尚巍巍持有永艺控股 40%股权；永艺

控股持有尚诚永盛 63.5714%的股权；阮正富持有尚诚永盛 21.1904%的股权。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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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1,108.34 万元，同比增长 30.99%；实现营业利润 11,749.71 万

元，同比增长 3.7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91.36万元，同比增长 3.71%；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23.53 万元，同比下降-15.58%。经营性净现金流量

6,244.25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0.37元；净资产收益率 10.20%。 

截至 2018年末，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117,343.58万元。 

2018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扣非前净利润略有增长，但扣非后净利润

较上一年度有所下降，主要由于 2017年下半年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而公司与客户商定的产品定

价有效期一般为 6-8个月，产品价格的上调滞后于原材料价格上涨，此外，2018 年上半年人民币

快速升值，使公司上半年扣非后净利润有所下滑，下半年随着与客户逐步完成产品价格调整，同

时人民币汇率回调，公司盈利能力逐步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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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

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7,626,603.7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28,991,944.92 

应收账款 221,365,341.21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3,362,271.49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362,271.49 

固定资产 291,642,678.19 
固定资产 291,642,678.19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5,020,864.43 在建工程 5,020,864.43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43,286,187.02 

应付账款 343,286,187.02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39,889,637.74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9,889,637.74 

管理费用 151,582,902.86 
管理费用 85,426,335.24 

研发费用 66,156,567.6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 11,457,056.0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733,856.0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 281,845,004.8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1,568,204.86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276,800.00 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

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

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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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安吉上工永艺五金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工永艺公司)、浙江永艺椅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永艺椅业公司)、安吉永艺尚品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艺尚品公司)、永艺椅业科技(浙

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椅业科技公司)、永艺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永艺公司)、莫克

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莫克斯公司)、上海万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万待公司)、

Moxygen Technology,Inc.(以下简称 Moxygen)、Anjious Furniture,Inc.(以下简称 Anjious)、

永越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越投资公司)及 UE FURNITURE VIET NAM CO.,LTD(以下简称越

南永艺公司)等十一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

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