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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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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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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四）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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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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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9,074,426.77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58,269,404.00 元，扣除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 0 元，2020 年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367,343,830.77 元。公司拟进行 2020 年度利润分配，以 2020 年末 30,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3,000,000.00元。 

 

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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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港股份 60046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彦明 柳彬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B区裕民

大街甲6号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B区裕民

大街甲6号 

电话 010-80489305 010-80489305 

电子信箱 yanm_liu@163.com kg600463@163.com 

 

(二)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作为临空型园区类上市公司，立足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以园区开发建设为主营业务，

形成了包括土地一级开发、工业地产开发、建筑工程施工、物业租赁和管理业务在内的园区开发

建设产业链。 

1.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1）土地一级开发业务 

土地一级开发是指在土地出让前，对土地进行整理、投资、开发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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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城市功能规划和市政地下基础设施配套指标的要求，统一组织征地补偿、拆迁安置、土地平整、

市政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配套设施建设，按期达到土地出让标准的土地开发行为。土地一级开发

的基本建设主要是指待开发土地的“三通一平”或“七通一平”建设，通过这些工程建设将“生

地”转换为“熟地”后进行出让。 

（2）工业地产开发业务 

工业地产开发是指在新经济、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以产业为依托，地产为载体，以工业楼宇、

工业厂房、高新技术研究与发展用房为主要开发对象，集投资、开发、经营管理和服务等为一体

的工业物业总称，其功能涵盖了生产加工、行政管理、物流配送、商业服务、生活服务、科研活

动、休闲活动等一切能产生经济效益的服务。 

（3）建筑工程施工业务 

公司的建筑工程施工业务以房屋、厂房的建筑施工为主，公司所属建筑工程施工企业北京天

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源建筑”）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一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消防设施工程专

业承包二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劳务分包、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等多项资质，涵盖多个领域，业务资质体

系日趋完善。 

（4）物业租赁和管理业务 

公司物业租赁和管理业务的实施主体为公司物业分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北京空港天地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物业”）。公司物业分公司主要负责公司位于原空港开发区 A 区、B 区

和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内的自持物业出租经营和物业管理。天地物业主要负责公司自行开发销售

项目的物业管理。 

2.公司所处行业情况说明 

产业园区是指在一定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指导下，以土地为载体，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及

综合配套服务，吸引特定类型的内外商企业投资建厂，形成技术、知识、资本、劳动力等要素高

度聚集并向外围辐射的特定区域。 

产业园区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体制创新、科技创新、节约利用资源、优化产业结构

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累积了重要经验，有效发挥了窗口、示

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与此同时，产业园区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节地指标（产业园区一般采用单

位用地投资、产出强度、容积率等指标衡量用地效率）不强、土地供后监管不到位、产业园区建

设没有明确产业导向，贪大求全、同质化严重，导致恶性竞争等问题。 

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现有产业园

区开始摒弃过去的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向精细化、节约化、导向性发展模式转变，例如天安数码

城、联东 U 谷等园区开发商在全国选址建设小型园区，一批大型产业园区也纷纷建设园中园、专

业园等不同形式，产业导向性明确的小型园区。 

此外，随着产业园区的演化和发展，园区承载的功能日益多元化，大量城市要素和生产活动

在区内并存聚集，从而推动了产业园区的城市化进程，园区经济与城区经济逐渐走向融合。为顺

应这一发展趋势，一些产业园区主动谋求战略转型，从单一生产型的园区，逐渐规划发展成为集

生产与生活于一体的新型城市。 

随着园区经济实力和创新活力的增强，园区作为城市空间发展中的增长极，可将自身的优势

向城区传递，园区与城区在资金、市场、技术、人才、科研成果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互动越

来越频繁，于是就承载起了新的城市职能。如一些“小园区经济”以科技社区、创新社区的形态，

通过产业聚集、人才聚集和企业家交流，逐渐成为了城市空间中的新地标、新节点。 

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是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之一临空经济区的核心区域，

总规划面积 178 平方公里，北以六环路为界，南以机场南线高速和京平高速为界，西以京承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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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温榆河为界，东以六环路和潮白河保护绿带为界。起步规划区面积约 56平方公里，组建后的核

心区，将叠加集成首都机场、天竺综合保税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资源政策优势，大力

发展航空运输、保税物流、总部商务、产业金融、文化创意、商务会展等国际化、高端化的临空

型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实现“开放功能充分发挥、高端产业聚集和

创新发展、城市功能建设水平全面提升、‘临空服务’品牌全方位塑造”的目标。 

2020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旨在推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联动发展，建设世界级航空枢纽。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商务服

务片区将依托首都机场周边区域规划，重点发展数字贸易、文化贸易、商务会展、医疗健康、国

际寄递物流、跨境金融等产业。 

公司作为临空型园区类上市公司，已在园区开发建设及资本运营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公司将充分利用当前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积极顺应上述产业园区建设转型升级大势，以优良

的经营成果回报社会，回报广大股东。 

 

(三)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

年同期增

减(%) 

2018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117,911,396.39 1,095,013,465.27 1,095,013,465.27 2.09 1,265,608,185.22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1,110,195,627.66 / / /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9,074,426.77 -17,271,504.53 -23,894,851.71 不适用 15,306,177.1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3,477,846.62 -29,597,033.31 -29,597,033.31 不适用 -1,397,352.0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7,406,446.58 89,840,886.50 89,840,886.50 -24.97 -296,350,598.26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期末比

上年同期

末增减 

（%） 

2018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45,658,746.12 1,258,516,815.55 1,258,516,815.55 -1.02 1,410,953,161.60 

总资产 3,180,282,178.75 2,812,968,705.78 2,812,968,705.78 13.06 2,908,673,7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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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2018年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2 -0.0576 -0.0796 不适用 0.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2 -0.0576 -0.0796 不适用 0.05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116 -0.0987 -0.0987 不适用 -0.0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3 -1.31 -1.82 不适用 1.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5.11 -2.25 -2.25 不适用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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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39,398.26 209,521,061.63 359,552,498.53 436,598,43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16,048.73 -14,491,791.59 -4,440,060.63 35,922,32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600,178.83 -15,923,873.28 -5,863,438.32 -32,090,356.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581,029.91 52,163,119.55 -2,746,964.11 164,571,321.0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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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41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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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0 147,946,207 49.32 0 无 0 国有法人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0 48,000,000 16 0 无 0 国有法人 

周宇光 4,112,600 4,112,600 1.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顺鑫智远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261,300 2,012,176 0.67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临空兴融投资有限公司 0 1,791,912 0.6 0 无 0 国有法人 

周爽 1,216,300 1,216,300 0.4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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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雨光 1,200 985,785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罗楚珠 427,600 939,900 0.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晓光 27,000 851,530 0.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秀来 820,100 820,10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临空兴融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空港经

济开发有限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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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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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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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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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极大冲击，建筑工程施工业务面临复工难、劳务用工难、

工程进度延期及工程款项收回拖后等挑战，租赁市场业务需求萎靡，面对上述困难与挑战，公司

在积极相应政府号召，在做好企业自身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热情投入到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公

司先后派出 56 人作为志愿者参与到属地疫情防控工作中，疫情最严峻的阶段，首都机场 T3 航站

楼、新国展转运点、属地居民社区这些疫情防控的前沿都能见到公司派出的志愿者，与此同时，

公司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为支持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经营发展，在本已面临沉重经

营业绩压力的情况下，报告期内，仍为承租公司自持物业的中小微企业合计减免租金 1,442.69

万元。与此同时，公司按照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复工复产，通过严格控制成本、剥离缺乏竞争力

资产等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影响，实现年度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1,791.14 万元，同比增长 2.09%；实现利润总额 681.41 万

元，同比增长 135.8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7.44万元，同比增长 152.54%。截

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318,028.22 万元，同比增长 13.06%；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

124,565.87万元，同比下降 1.02%。 

1.贯彻落实内控体系，确保内控体系有效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以内控成果实施为重心，严格按照内控规范制度及流程要求，对工作流程及

工作方式进行梳理、优化，促进内控体系行之有效。公司制定《2020年内控执行情况测试预案》，

并深入公司各部门及各分子公司，对内控体系执行情况进行测试。通过测试，公司在实施重大事

项前决策、审批手续的办理，关联交易的管理，报批事项的审批效率都有了很大提高，内控成果

的实施，确实起到了指导工作、理顺关系、提高效率、防范风险的作用。 

2.扎实推进主营业务开展 

（1）土地一级开发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为优化业务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减少缺乏竞争力的资产对公司整体利润的

影响，将所持原土地一级开发业务实施主体北京空港亿兆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兆地

产”）80%股权转让。同时，与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

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国门空港经济技术开发中心（以下简称“国门开发中心”）签署《解除委托协

议》，解除受托管理的开发公司及国门开发中心旗下土地一级开发实施主体，公司今后将不再从事

土地一级开发业务。 

因出让亿兆地产导致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约 4,777.29万元。 

（2）房地产开发业务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本部开发建设的 MAX空港研发创新园 A区项目(建筑面积约 5.1万平方米)

完成水评价报告工作；MAX空港研发创新园 B区项目(建筑面积约 2.39万平方米)完成结构五方责

任主体验收，进入到外幕墙安装及室内装修施工阶段。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空港天瑞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瑞置业”）出租空港企业园独栋 1套；确定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大孙各

庄村村南土地、房产的处置方案，积极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顺义分局沟通完善方案。

公司控股孙公司北京诺丁山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临空信息产业园项目一期(建筑面积约 1.78

万平方米)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二期项目正在办理开工手续。公司参股公司北京金隅空港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第 22 街区 SY00-0022-6015R2 二类居住、

SY00-0022-6016A33基础教育用地项目一期(建筑面积约 17.4万平方米)完成竣工验收进入交房阶

段。公司参股公司北京电子城空港有限公司参与建设的“广电产业、军事通信产业、高科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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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业园”项目，项目一期(建筑面积约 3.2 万平方米)已完工，项目二期规划方案经调整后，

正处于报批阶段。 

报告期内，天瑞置业实现营业收入 4,739.9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 165.86 万元，净利润

-3,247.1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约 2,768.01万元。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计提其名下的空

港企业园配套用房减值准备 2,865.51万元。 

（3）建筑施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源建筑实现开复工总面积约 144.41万平方米。相关资质方面，

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建

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劳务分包、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

承包等多项资质，涵盖多个领域，业务资质体系日趋完善。 

对于建筑工程业务，公司不断优化业务模式，严把质量和安全关，推行项目承包经营责任制，

各建筑分公司成本、财务独立核算，从工程承建到工程款催缴均各负其责，使得经营决策效率不

断提高。此外，天源建筑依托主营业务，拓展业务多元化发展，成立四个专业分公司：新材料与

环保科技分公司、消防智能运维科技分公司、供热与制冷智能运维科技分公司和装饰分公司。报

告期内，顺义区北小营镇、南彩镇两个半固定式建筑垃圾处置站合计处置建筑垃圾约 93万吨。 

报告期内，天源建筑实现营业收入 99,243.9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 4,517.87万元，净利

润 105.7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约 91.87万元，营业收入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疫情形势得到

有效控制后，开复工面积较上年同期增加，同时加快施工进度导致收入提高。 

（4）物业管理与租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提升园区软硬环境建设水平的同时，不断壮大公司市场营销部人员配置，

加强对区域投资性房地产租售情况的调研、分析，根据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不同类型及所在区域，

研究制定符合市场的招商方案。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自持物业可出租面积约 21.43 万平方米(不含天瑞置业开发的空港企业园

项目)，出租率约 81.1%。全资子公司天地物业物业管理面积约为 21万平方米。 

公司自持物业的出租和物业管理业务主要由公司本部和全资子公司天地物业承担并开展，报

告期内，公司自持物业的出租和物业管理业务实现收入 8,792.18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559.84

万元，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疫情期间，为承租公司自持物业的中小微企业减免租金所致。 

3.以主业为中心，拓展投资业务 

公司新的发展战略定位为“现代临空产业地产综合运营开发商，科技创新企业投资服务商”，

在继续做好现代临空产业地产综合运营开发商原有业务的同时，公司通过参与投资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等方式积极拓展投资业务，旨在了解、获得新的产业、项目资源，逐渐形成原有传统业务的

有力补充，发挥协同效应，加快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公司已参与投资包括云鼎基金、潍坊高精尖基金等私募股权投资项目及伟光汇通旅游产业、

哈工大研究院等股权投资项目，公司积极行使出资人权利，定期、全面做好投资项目的投后管理

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业务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约 2037.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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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营业务分析 

1. 主营业务分析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117,911,396.39 1,095,013,465.27 2.09 

营业成本 1,003,674,807.45 958,586,764.97 4.70 

销售费用 0.00 203,294.91 -100.00 

管理费用 88,263,097.63 105,020,721.97 -15.96 

财务费用 31,580,896.04 33,383,857.24 -5.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406,446.58 89,840,886.50 -24.9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242,296.76 -17,511,369.36 -55.5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622,768.57 -98,575,262.77 144.25 

 

2. 收入和成本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园区开发建设 22,841,262.14 16,873,773.26 26.13 -23.85 -36.23 增加 14.34 个百分点 

建筑施工 957,427,654.63 912,805,585.23 4.66 1.81 3.89 减少 1.91 个百分点 

租赁 51,955,702.01 27,182,101.28 47.68 -11.40 -1.90 减少 5.07 个百分点 

物业管理及其他 63,421,155.95 38,116,235.44 39.90 54.38 78.05 减少 7.99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园区开发建设 22,841,262.14 16,873,773.26 26.13 -23.85 -36.23 增加 14.34 个百分点 

建筑施工 957,427,654.63 912,805,585.23 4.66 1.81 3.89 减少 1.91 个百分点 

租赁 51,955,702.01 27,182,101.28 47.68 -11.40 -1.90 减少 5.07 个百分点 

物业管理及其他 63,421,155.95 38,116,235.44 39.90 54.38 78.05 减少 7.99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北京地区 935,659,293.72 843,482,637.79 9.85 2.47 7.39 减少 4.13 个百分点 

其他地区 103,132,916.91 101,851,082.80 1.24 -1.30 -12.72 增加 12.9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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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费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 上期 变动比例（%） 变 动 原 因 

销售费用 0.00 203,294.91 -100.00 主要原因是广告宣传费同比降低所致。 

管理费用 88,263,097.63 105,020,721.97 -15.96  

财务费用 31,580,896.04 33,383,857.24 -5.40  

4. 现金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与上期增减变动金额（正数表示

增加，负数表示减少） 

与上期增减

变动（%） 
原    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434,439.92 -24.97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同比降低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730,927.40 -55.57 

主要原因是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同比降低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2,198,031.34 144.25 

主要原因是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同比增加所致。 

5.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名  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  币 

资  金 
344,885,059.67 10.84 257,000,238.62 9.14 34.20 

主要原因是期末持有的货币资

金增加所致。 

应  收 

账  款 
113,210,553.42 3.56 136,406,264.61 4.85 -17.00 

 

存  货 331,900,822.77 10.44 996,568,984.22 35.43 -66.70 

主要原因是依据新收入准则，

将符合条件的存货转入合同资

产和合同负债所致。 

长期股

权投资 
14,346,441.17 0.45 20,431,357.57 0.73 -29.78 

 

投资性

房地产 
653,170,539.06 20.54 717,408,947.39 25.50 -8.95 

 

固  定 

资  产 
116,489,117.97 3.66 124,373,557.45 4.42 -6.34 

 

在  建 

工  程 
75,161,673.90 2.36 49,472,259.99 1.76 51.93 

主要原因是项目投入增加所

致。 

短  期 

借  款 
652,000,000.00 20.50 604,000,000.00 21.47 7.95  

长  期 

借  款 
141,500,000.00 4.45 34,103,167.68 1.21 314.92 

主要原因是增加了长期借款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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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四)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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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2017年 7月 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 2020 年 1月 1 日起施行。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上述相关文

件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内容详见 2020年 4月 16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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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公司开始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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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对新金融工具准则理解不准确，将公司持有的北京元

和云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空港天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潍坊高

精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元和云鼎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份额指

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工具，列报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累计公

允价值计量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权益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本期将

其变更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于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累计

公允价值计量变动调整至留存收益，当期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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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5家，其中直接控股子公司有 4家，本期将持有的亿兆地产 80%

的股权转让给了关联方北京空港物流基地开发有限公司，期末不在纳入合并范围，间接控股三级

子公司 1家。 

 

 

 

董事长：赵志齐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1年 4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