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735         证券简称：新华锦        公告编号：2021-068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财务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召

开了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追溯调整财务数据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追溯调整的原因 

2021 年 7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避免同业竞争向关联方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0 元交易

对价向新华锦（青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收购其持有的青岛新华锦优品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品公司”）100%股权。 

2021 年 7 月 28 日，公司完成收购优品公司 100%股权所需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优品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均

受同一方最终控制并非暂时性的，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由于公司和优品公

司同受新华锦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因此本次合并为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母公司在报

告期内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子公司以及业务，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应

当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编制合并利润表时应当将该子公司以及业务合

并当期期初至报告期期末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编制合并现金流

量表时应当将该子公司以及业务合并当期期初至报告期末的现金流量纳入合并

现金流量表。同时应当对上述报表各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视同合并后

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控制时点起一直存在。因此，按照上述规定，公司

对 2020 年相关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二、追溯调整后对前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追溯调整前后具体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1、对公司 2020 年合并资产负债表期末数追溯调整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数 
2020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30,283,126.55 330,283,075.71 50.84 

结算备付金 82,510,000.00 82,510,000.00 -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72,639,213.82 72,639,213.82  

应收款项融资 17,934,697.61 17,934,697.61  

预付款项 14,775,427.99 14,775,427.99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8,700,865.57 18,700,865.57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310,765,795.25 310,765,795.25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4,713,103.74 14,712,381.03 722.71 

流动资产合计 862,322,230.53 862,321,456.98 773.55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91,968,058.02 91,968,058.0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1,847,479.48 11,847,479.48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84,789,121.00 84,789,121.00  

固定资产 89,685,828.88 89,685,828.88  

在建工程 3,690,959.06 3,690,959.06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62,099,857.87 62,099,857.87  

开发支出    

商誉 84,089,473.48 84,089,473.48 - 

长期待摊费用 10,541,195.59 10,541,195.59 - 

递延所得税资产 9,941,745.73 9,941,745.73 -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17,490.58 1,317,490.58 - 

非流动资产合计 449,971,209.69 449,971,209.69 - 

资产总计 1,312,293,440.22 1,312,292,666.67 773.5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2,107,257.38 32,107,257.38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03,966,306.78 103,966,306.78  

预收款项 25,000.00 25,000.00  

合同负债 15,290,824.47 15,290,824.4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37,733,855.39 37,733,855.39  

应交税费 22,732,756.06 22,732,756.06  

其他应付款 44,779,034.55 44,742,254.55 36,780.00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3,164,990.23 3,164,990.23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610,590.76 2,610,590.76 - 

其他流动负债 6,133,362.01 6,133,362.01 - 

流动负债合计 265,378,987.40 265,342,207.40 36,780.00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2,948,654.25 2,948,654.25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5,419,710.72 5,419,710.72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13,717,630.57 13,717,630.57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2,085,995.54 22,085,995.54 - 

负债合计 287,464,982.94 287,428,202.94 36,780.0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375,992,296.00 375,992,296.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47,747,951.62 147,747,951.62 - 

减：库存股   - 

其他综合收益 -1,648,928.77 -1,648,928.77 - 

专项储备 1,375,669.31 1,375,669.31 - 

盈余公积 42,799,994.42 42,799,994.42 - 

一般风险准备   - 

未分配利润 367,905,392.37 367,941,398.82 -36,006.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合计 
934,172,374.95 934,208,381.40 -36,006.45 

少数股东权益 90,656,082.33 90,656,082.33 -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024,828,457.28 1,024,864,463.73 -36,006.4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总计 
1,312,293,440.22 1,312,292,666.67 773.55 

2、对公司 2020 年 1-9 月合并利润表追溯调整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数 
2020年 1-9月 2020年 1-9月 

一、营业总收入 937,853,960.35 937,853,960.35  

其中：营业收入 937,853,960.35 937,853,960.35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860,001,726.07 859,999,049.40 2,676.67 

其中：营业成本 725,466,752.16 725,466,752.16 - 

利息支出   -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 

退保金   - 

赔付支出净额   -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 



 

保单红利支出   - 

分保费用   - 

税金及附加 1,570,022.04 1,570,022.04 - 

销售费用 81,863,665.90 81,863,665.90 - 

管理费用 47,030,246.08 47,027,985.88 2,260.20 

研发费用   - 

财务费用 4,071,039.89 4,070,623.42 416.47 

其中：利息费用 1,349,359.93 1,349,359.93 - 

利息收入 2,490,718.61 2,490,718.61 - 

加：其他收益 1,772,400.77 1,772,400.77 -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704,489.07 3,704,489.07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26,627.95 26,627.95 -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507,813.24 -507,813.24 -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4,727.79 -4,727.79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82,843,211.04 82,845,887.71 -2,676.67 

加：营业外收入 66,242.83 66,242.83 - 

减：营业外支出 812,860.79 812,860.79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82,096,593.08 82,099,269.75 -2,676.67 

减：所得税费用 21,016,280.72 21,016,280.72 -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1,080,312.36 61,082,989.03 -2,676.67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61,080,312.36 61,082,989.03 -2,676.67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34,945,361.57 34,948,038.24 -2,676.67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26,134,950.79 26,134,950.79 -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6,581,699.76 -6,581,699.76 -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6,581,699.76 -6,581,699.76 -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8,138,665.09 -8,138,665.09 -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

动 
-8,138,665.09 -8,138,665.09 -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

动 
  -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1,556,965.33 1,556,965.33 -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额 
      

（5）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现金流量

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1,556,965.33 1,556,965.33 - 

（9）其他   -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 

七、综合收益总额 54,498,612.60 54,501,289.27 -2,676.67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28,363,661.81 28,366,338.48 -2,676.67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26,134,950.79 26,134,950.79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29 0.0929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29 0.0929  

 

 



 

3、对公司 2020 年 1-9 月合并现金流量表追溯调整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数 
2020年 1-9月 2020年 1-9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38,141,758.55 938,141,758.55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

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

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52,073,165.65 52,073,165.6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38,643.60 1,838,643.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92,053,567.80 992,053,567.8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48,741,003.63 748,741,003.63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

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14,046,853.91 114,046,853.91 - 

支付的各项税费 47,468,736.18 47,468,736.18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6,711,303.13 66,710,106.66 1,196.4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76,967,896.85 976,966,700.38 1,196.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085,670.95 925,343,461.14 -1,196.4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80,710,000.00 280,71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969,755.68 3,969,755.68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4,679,755.68 284,679,755.68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8,302,130.56 8,302,130.56  

投资支付的现金 303,980,000.00 303,98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39,800,000.00 39,800,00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2,082,130.56 352,082,130.5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7,402,374.88 -67,402,374.8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206,610.36 2,206,610.36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

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1,832,755.83 21,832,755.83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039,366.19 24,039,366.1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000,000.00 9,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42,102,403.36 42,102,403.36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1,102,403.36 51,102,403.3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063,037.17 -27,063,037.1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7,708,823.51 7,708,823.5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1,670,917.59 838,586,872.60 -1,196.4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2,786,191.22 342,784,933.96 1,257.2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1,115,273.63 1,181,371,806.56 60.79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追溯调整财务数据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本次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的有关财务报表数据

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指南、解释以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

规定，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实际经营成

果，同意本次追溯调整财务数据。 

四、监事会关于本次追溯调整财务数据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本次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的有关财务报表数据

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指南、解释等的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

况，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追溯调整财务数据。 

五、独立董事关于追溯调整财务数据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本次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的有

关财务报表数据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指南、解释等有关规

定，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追溯调整财务数

据。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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