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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58、200058                   证券简称：深赛格、深赛格 B                   公告编号：2021-013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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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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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建柏 董事 工作原因 张良 

张剑 董事 工作原因 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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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656,249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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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赛格、深赛格 B 股票代码 000058、20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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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爱云 向茜茜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 A 座三

十一楼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 A 座三

十一楼 

传真 0755-83975237 0755-83975237 

电话 0755-83747939 0755-83741808 

电子信箱 segcl@segcl.com.cn xiangqq@segc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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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0年度，公司主营业务包括以通信市场、电子专业市场为核心的市场流通业务，以物业经营及管理服务为核心的智慧

城市及城市服务业务，以检验检测与新能源为核心的战略性新兴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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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元） 1,403,665,817.37 1,493,227,561.06 -6.00% 1,605,787,47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5,924,861.87 78,447,278.89 -66.95% 27,852,74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3,361,507.86 -1,694,690.46 -1,278.51% 17,223,506.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43,544,355.42 430,499,191.36 -43.43% 167,674,153.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0 0.0635 -66.93% 0.02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0 0.0635 -66.93% 0.02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7% 4.17% -2.80% 1.4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元） 5,830,977,104.07 6,190,598,894.81 -5.81% 7,128,009,73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905,722,149.42 1,899,384,178.95 0.33% 1,867,881,2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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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64,935.58 584,728,114.87 301,827,368.72 324,945,39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87,492.80 70,858,321.63 34,247,890.09  -67,393,85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662,797.99 59,340,958.96 13,451,259.45  -77,490,928.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503,048.76 81,027,122.88 102,532,507.71 90,487,7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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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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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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3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72,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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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赛格

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6.70% 
700,618,7

59 
450,857,239  0 

LI SHERYN 
ZHAN MING 

境外自然

人 
0.73% 9,063,952 0  0 

刘国成 
境内自然

人 
0.59% 7,250,502 0  0 

侯秀兰 
境内自然

人 
0.41% 5,100,000 0  0 

杨帆 
境内自然

人 
0.33% 4,087,000 0  0 

刘国洪 
境内自然

人 
0.28% 3,402,503 0  0 

龚茜华 
境外自然

人 
0.24% 2,940,000 0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9% 2,384,525 0  0 

徐月英 
境内自然

人 
0.16% 1,972,000 0  0 

余杨永 
境内自然

人 
0.12% 1,516,9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赛格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不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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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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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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国资委深圳市国资委

深圳市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资本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资本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鲲鹏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鲲鹏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56.70%

38.1% 26.12% 13.72% 9.80% 7.51%

100%

100%

7.7922%

深圳市国有股
权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深圳市国有股
权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4.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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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赛格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18 赛格 01 112836.SZ 
2018 年 12 月 25

日 

2021 年 12 月 25

日 
70,000 4.6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22日出具了《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一、二）2020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以下简称“跟踪信用评级报告”），“18 赛格 01”、“18 赛格 02”

债券信用等级维持AAA，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本次跟踪评级结果与上一次评级结果

相比没有变化。跟踪信用评级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7.44% 59.45%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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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DA 全部债务比 17.37% 24.28% -6.91% 

利息保障倍数 1.69 2.55 -33.73%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一手抓防疫安全，一手抓生产经营，以推动业务发展为导向实施综合改

革，进一步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通过严格防疫安全管控、精细化管理，电子专业市场率先实现复工复产，持续提升电子专

业市场的服务质量和客户体验，推动电子专业市场的转型发展，巩固电子专业市场行业地位；通过专项攻坚化解赛格新城市、

西安康鸿经营风险的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自主研发600KN超大型电磁振动试验系统通过第三方检验，标志着公司在检验检

测振动领域成功跻身前列；响应国家“碳中和、碳达峰”政策，积极推进新能源业务发展，完成杭州生产线验收，光伏应用

业务稳步开展。 

公司实施“电子市场+”战略，以电子专业市场、物业经营及管理服务为支撑，通过改革创新、投资并购、自主培育多

种途径相结合，积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平台转变，持续提升和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公司高质

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营业总收入140,367万元，同比减少8,956万元，下降幅度为6.00%；实现利润总额7,118万元，同比

减少12,778万元，下降幅度为64.23%。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贯彻落实深圳市委市政府租金减免的决策部署，

减免租金11,516万元，还原减租后，收入同比小幅上涨；利润总额变动的主要原因除上述租金减免外，公司出售金融股权减

少及联营企业同比亏损，投资收益同比减少8,926万元，剔除上述影响，利润总额同比增加。 

（一）电子市场流通 

公司电子市场流通业务涵盖赛格电子市场和赛格通信市场两大品牌，控股、参股、授权经营的共计20余家，总经营面积

超过35万㎡，其中控股经营的电子市场主要包括：深圳赛格电子市场、赛格通信市场、西安赛格、长沙赛格、西安海荣赛格、

南京赛格、吴江赛格、龙岗赛格、顺德赛格等。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公司切实承担防疫责任，全力组织疫情防控工作，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全体

员工冲在一线，全力做好客户、物资、运营保障，在电子专业市场运营一线构筑疫情防控的坚实防线，率先推进电子专业市

场的复工复产，保障电子专业市场以及公司旗下管辖的物业维持稳定运行，全年无一例新冠感染，其中公司在华强北电子一

条街开展的“红帐篷”行动被央视新闻报道，为全国复工复产提供借鉴。疫情期间，公司以电子市场流通业务为代表的各类

业务均面临极大经营业绩压力，但公司仍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文件精神，对符合条件的租户，两次

实施租金减免，累计减免租金1.15亿元，与商户共克时艰，彰显国企责任担当。 

报告期内，公司顺应市场消费习惯的变化，以现有的电子市场流通业务为基础，逐步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加快融合新

业态，逐步构建以消费体验为核心的多种业态并存的现代综合性电子专业市场，保持电子市场流通业务的稳定经营，持续推

动电子市场流通业务的转型升级。 

（二）智慧城市及城市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现有存货去化工作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公司以“科技创新、优质服

务”为驱动，大力发展智慧城市及城市服务业务，通过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深耕用户价值，提升客户体验，持续推动城市服

务业务服务质量提升。2020年，公司通过加强团队建设、营造积极向上及开拓进取的文化氛围、建立高效沟通机制与正向导

向的激励考核机制，在克服疫情影响，实现稳定、安全运行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业务并完成新东升物业的收购，新增物业

服务管理面积超过1,000万㎡，经营管理规模、服务质量、核心竞争力、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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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紧抓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机遇，通过自主研发、人才技术引进、校企合作等形式，积极布局光纤传感、智慧停车等

智慧城市业务，逐步向科技化、数字化、智慧化的综合智慧社区美好生活服务提供商转变。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披露要求 

1.宏观经济与市场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中央坚持“房住不炒”调控基调不变，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部分二、三线城市

房地产市场有所回落，中央财政、货币政策齐发力，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使房地产市场快速恢复。下半年，房地产调控政

策有所转向，中央强调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房地产金融监管持续强化，“三道

红线”试点实施，与此同时，部分一线城市为稳定房价先后升级调控政策，力促市场理性回归。 

2.主要项目所处区域市场分析 

公司地产项目目前主要在深圳、惠州、西安和南通等地。 

深圳地区：2020年深圳市商办物业供应总量为194.28万㎡。供应的增加带来更多的商办物业选择，租金较高峰时期下调

幅度较大。中长期看，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及深圳先行示范区政策的落实，深圳六大总部基地逐步成型，甲级写字楼租赁供需

可能出现逆转。（数据来源：深圳市同致诚土地房地产估价顾问有限公司统计数据） 

惠州地区：惠州商业、写字楼物业因存量基数较大，整体供大于求，销售进度较缓慢。在疫情影响下，惠州楼市处于停

滞阶段，加之持续收紧的政策、金融环境，惠州市场对写字楼产品需求骤减，商业物业去化周期进一步延长。（数据来源：

中原地产） 

西安地区：在需求端，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市场较为平淡；下半年市场回暖，多宗大面积成交推动新增租赁需求，净吸

纳量由负转正。全市甲级写字楼净吸纳量约14.7万㎡，与2019年相比基本持平。（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2020年西安

房地产市场回顾及未来展望》报告） 

南通地区：2020年，南通房地产投资较快增长，项目到位资金充裕，项目开发相对活跃，新开工面积快速增长，商品房

销售面积同比小幅增长。在城市建设全面铺开、各项规划持续落地、市场预期依旧向好背景下，南通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发

展态势。（数据来源：南通市统计局）。 

3.新增土地储备项目 

无 

4.累计土地储备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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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要项目开发情况 

城市/

区域 

项目名称 所在位置 项目业态 权益比

例 

开工时间 开发进度 土地面积

（㎡） 

计容建筑面

积（㎡） 

本期竣工

面积（㎡） 

累计竣工

面积（㎡） 

预计总投资金额（万

元） 

累计投资总

金额（万元） 

惠州 惠州赛格假日广

场二期项目 

惠州 商业、公寓 69.54% 2020年3月31日 在建 8,225 23,030 0 0 28,160 18,494.38 

西安 西安赛格广场项

目 

西安高新区 商业、办公、

公寓 

43.46% 2014年12月1日 在建 23,014.90 206,374 0 0 210,000 48,479.00 

注：西安项目进度较原预期有所延后，主要原因系房地产行业政策收紧，项目建设资金压力增大，开发风险加大。赛格地产拟转让所持有的西安康鸿55%股权，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0年7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西安赛格康鸿置业有限公司55%股权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该项目现正在深圳联交所挂牌。 

6.主要项目销售情况 

城市/区域 项目名称 所在位置 项目业态 权益比

例 

计容建筑

面积 

可售面积

（㎡） 

累计预售

（销售）面

积（㎡） 

本期预售

（销售）面

积（㎡） 

本期预售（销

售）金额（万

元） 

累计结算面积

（㎡） 

本期结算面

积（㎡） 

本期结算金

额（万元） 

深圳 赛格新城市广场二期 深圳 办公、物流、商

业、公寓 

61.12% 105,874 105,874 65,906.73 7,319.27 28,408.15 65,487.44 8,586.69 30,346.32 

深圳 赛格新城市广场一期 深圳 物流、商业、配

套宿舍 

61.12% 72,563 72,563 10,465.30 - - 10,465.30 - - 

惠州 东方威尼斯花园一二期 惠州 住宅 69.54% 219,470 256,349 243,375 761.48 926.83 243,242.03 1,360.03 1,369.35 

惠州 惠州赛格假日广场一期 惠州 商业 69.54% 73,761 92,233 38,517.02 656.02 825.65 38,479.51 964.51 1,199.66 

南通 南通赛格时代广场 南通 商办 100% 100,529.2

0 

67,653.85 19,471.72 6,123.52 7,734.42 17,513.36 5,970.03 6,574.95 

7.主要项目出租情况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冲击，公司物业租赁出现一定波动，公司通过减租降费、精细化标准化管理、严格疫情防控等方式，实现物业租赁整体稳健经营。 

8.土地一级开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9.融资途径 

融资途径 期末融资余额 融资成本区间/平均融资成本 期限结构 

1年之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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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借款 13,000 6.86%    10年 

-抵押借款 16,400 5.225%    5年 

-抵押借款 4,125 5.4625%    5年 

-抵押借款 18,500 7.301%    7年 

-抵押借款 26,000 7.056%    15年 

票据       

债券       

非银行类贷款       

信托融资       

基金融资       

其他       

合计 78,025      

 

10.发展战略和未来一年经营计划 

计划增加土地

储备情况 

计划开工情况 计划销售情况 相关融资安排 

无 惠州赛格假日广场二期项目预计2021年完成主

体结构、建筑工程进度100%，水电安装90%。 

1.赛格新城市销售计划：完成公寓销售面积458.21㎡，实现清盘； 

2.惠州赛格销售计划：（1）赛格假日广场二期项目预计于2021年底取得预售证并正式销售；（2）赛

格假日广场一期计划销售写字楼面积2,490.35㎡；（3）赛格假日广场一期计划销售车位301个。 

3.南通赛格销售计划：完成1-3号塔楼办公产品的销售约4,910㎡。 

无 

11.向商品房承购人因银行抵押贷款提供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对外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协议签署日）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联

方担保 

赛格新城市中信银行按揭担保客户

（深圳市招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6日 26,000.00  2017年7月6日 0.00  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是 否 

赛格新城市购房客户（交通银行） 2016年8月4日 30,000.00  2016年5月6日 2,651.00  连带责任保证 十年 否 否 

赛格新城市购房客户（招行） 2016年8月4日 50,000.00  2016年5月6日 1,736.00  连带责任保证 十年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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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格新城市购房客户（中行） 2016年8月4日 30,000.00  2016年5月6日 809.00  连带责任保证 十年 否 否 

赛格新城市购房客户（建行） 2017年8月29日 不设定最高限额 2017年2月7日 88.00  连带责任保证 五年 否 否 

南通赛格购房客户（农商行） 2018年9月22日 1,000.00  2018年7月10日 130.00 连带责任保证 不超过十年 否 否 

南通赛格购房客户（浦发银行） 2018年9月22日 7,000.00  2018年7月10日 906.00 连带保证责任 不超过十年 否 否 

南通赛格购房客户（兴业银行） 2018年9月22日 700.00  2018年7月10日 38.00 连带保证责任 不超过十年 否 否 

 

12.董监高与上市公司共同投资（适用于投资主体为上市公司董监高） 

□ 适用 √ 不适用  

13.报告期内相关商业地产业务的进展情况 

（a）南通赛格时代广场项目 

报告期内，南通赛格的主要业务为存货销售，实现认购销售面积6,123.52㎡，截至2020年12月底，南通赛格累计实现认购销售面积19,471.72㎡。 

（b）赛格新城市广场项目 

报告期内，赛格新城市二期实现认购销售面积7,319.27㎡，截至2020年12月底，赛格新城市二期累计实现认购销售面积65,906.73㎡，赛格新城市物流房产及一期2号楼已签订

买卖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c）惠州群星赛格假日广场项目 

报告期内，惠州群星二期按计划推进，已经完成主体项目桩基工程。 

（d）西安赛格广场项目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战略布局，公司积极推进西安赛格广场项目转让工作，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西安赛格康鸿置业

有限公司55%股权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该项目现正在深圳联交所挂牌。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 

公司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包括检验检测业务和新能源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检验检测业务自主研发完成600KN超大型电磁振动试验系统以及航空发动机叶片高低周复合高周疲劳测试系统的方案设计、建模验证分析工作，其中600KN超大

型电磁振动试验系统通过第三方的检验并投入使用，标志着公司在检验检测振动领域成功跻身前列，公司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同时公司运用自主技术为中国航天提供的高质量服

务获得肯定。 

报告期内，公司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调整新能源业务经营策略，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同时以光伏发电技术为基础向光热、充电、储能等延伸业务

发展。公司完成深圳海吉星屋顶电站项目、华星光电屋顶电站项目的建设，并成功实现并网发电；与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公司，推进光伏产业在黑龙江省内布

局，培育光伏市场，积极推进光伏储能、光热、光伏充电桩、定制光伏产品等业务。杭州生产线已完成验收并获得第三方认证。公司生产的发电玻璃具有外观美观、可灵活定制、

https://www.qcc.com/firm/cb73744fb47ea3ce052d80d5156ffea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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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性可调的优势，作为绿色建筑材料在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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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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市场及物

业租赁和管理 
944,630,133.94 

 
140,130,131.71  28.99% -11.35% -47.74% -14.46% 

房地产开发 394,902,826.71 
 
-67,499,629.65  

32.72% 18.16% 19.39% -12.35% 

贸易 1,415,745.67  -427,182.12  -5.86% -94.28% 96.83% 79.10% 

酒店 27,435,486.46  -6,987,329.96  -25.73% -39.46% -351.43% -251.69% 

新能源 4,728,345.15  -7,390,144.39  29.18% 48.66% -150.69% -18.66% 

检验检测 30,553,279.44  11,505,263.86  70.61% 51.54% 54.09%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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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40,367万元，同比下降6.00%，公司营业成本98,481万元，同比下降0.06%，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92万元，同比下降66.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主要原因：一是公司贯彻落实深圳市

委市政府租金减免的决策部署，减免租金约11,516万元，二是出售金融股权减少及联营企业同比亏损，导致公司投资收益同

比减少8,92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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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

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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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219,807,547.13 -219,807,547.13  

合同负债  219,805,326.00 219,805,326.00 

其他流动负债  2,221.13 2,221.13 

（2)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

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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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1户，减少1户，其中：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深圳市新东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南宁赛格电子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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