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等公司相关制度，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拟定 2019 年度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如下：
一、本方案适用对象
在公司领取薪酬的高级管理人员。
二、本方案适用期限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三、薪酬标准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薪酬标准如下表：

姓名 职务 任职状态 任职期间 从公司获得的
税前报酬总额

林毅超 总经理 现任 2019/8/8-2019/12/31 20.62万元

林国 董事会秘书 现任 2019/8/8-2019/12/31 21.59万元

翁武强 原总经理 离任 2019/1/1-2019/8/8 29.77万元

李斐 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离任 2019/1/1-2019/3/26 18.37万元

刘文焱 原财务总监 离任 2019/1/1-2019/8/8 16.40万元

胡圣 原副总经理 离任 2019/1/1-2019/8/8 60.69万元

郭小群 原财务总监 离任 2019/8/8-2019/10/9 17.01万元

四、发放办法
基本薪酬按月平均发放，绩效薪酬根据 2019 年绩效考核发放。
五、其他规定
1、上述薪酬均为税前金额，其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公司代扣代缴；
2、上述薪酬方案不包含职工福利费、各项保险费等。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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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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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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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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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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摩登 股票代码 00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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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国

办公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光谱中路 23
号 A1栋 15层

电话 020-87529999

电子信箱 investor@modernavenu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自有品牌业务方面
公司自有品牌卡奴迪路 CANUDILO 品牌业务目标定位为产品创新，专注提升

产品竞争力 。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 CANUDILO 及 CANUDILO� H�
HOLIDAYS 及 DIRK� BIKKEMBERGS 门 店 总 数 为 235 家 。 CANUDILO� H�
HOLIDAYS 品牌致力于以国宝熊猫为元素， 并运用跨界融合的时尚设计理念融会
贯通，与时装巧妙结合，弘扬中国文化，打造属于中国的世界品牌，得到消费者及同
行的高度认可。

（二）高级定制业务方面
高级定制业务是在公司自有品牌市场影响力的基础上， 进行针对企事业单位

的高端群体定制服务， 该业务在 2019 年稳步发展， 并通过进一步优化内部管理流
程、加强供应商成本控制、强化量体准确率、增强重点客户关系维护、优化客户售后
服务等方面服务的方式，提升自身在定制领域的竞争力。

（三）国际品牌业务方面
国际品牌业务以澳门金沙集团商场为依托， 主要有 Esscents 香化免税店 、

ANTONIA 高端买手店、新秀丽箱包等在国际市场上与国际品牌竞逐中，取得了较
好的发展，在优化店铺管理、创新销售策略、拓展线上渠道等方面也卓见成效，完成
2019 年度业绩目标。 公司已进一步开展品牌和品类整合优化工作，在涵盖服饰、饰
品、箱包、香化多品类的国际代理品牌业务多渠道发展，成为占据澳门消费市场的
有效利器。

（四）悦然心动经营方面
悦然心动主营业务为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开发和运营。 公司对产品研发完成后，

通过苹果、谷歌等应用商店上线运营，直达用户。 用户可以免费下载相关软件产品，
成为悦然心动的用户；如果用户对应用中的高级功能感兴趣，可在应用中付费购买
或者完成应用中指定的如观看广告等任务，以“解锁”高级功能。 悦然心动的盈利主
要由广告收入和 IAP 收入（In� App� Purchase）构成。

悦然心动所处的移动互联网行业属于完全竞争性行业， 公司近年来不断加大
科研开发投入，努力提高服务和技术的先进性，在所在细分市场上已经具备一定的
竞争优势，但随着近年来海外平台政策趋严、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用户获取难度增
加及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影响，使得公司 2019 年业绩较 2018 年出现了一定幅度的
下降。 为了有效保持公司的竞争优势，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在维护现有产品
的同时，布局研发新产品，努力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五）优化项目成果方面
受 2019 年全球经济影响和服装行业周期性衰退影响， 公司从过去做大做强的

战略思路调整为做精做强，对于因为跨区域管理难度大、采购管理不严导致库存量
大、 代理品牌毛利空间低等原因而严重影响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的业务板块进行战
略性调整，如杭州项目部、新零售项目部、美妆业务、01Men 业务等，为公司转型升
级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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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17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371,741,03
2.52

1,562,080,40
0.82

1,568,074,89
8.71 -12.52% 921,279,626.

39
923,454,198.

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
468,359,962.8

8

27,854,705.1
7

25,930,693.2
5

-5,
762.63%

134,681,024.
91

130,833,472.
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
196,216,629.2

3

16,714,618.1
0

14,790,606.1
8

-8,
187.68%

28,338,756.9
2

24,491,204.3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8,245,877.17 -87,

272,191.55
-157,

272,191.55 124.32% 284,376,468.
99

228,338,682.
4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2.0608 0.0391 0.0364 -5,

761.54% 0.1958 0.190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2.0608 0.0391 0.0364 -5,

761.54% 0.1958 0.19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4.98% 1.17% 1.12% -96.10% 6.46% 6.28%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
末增减

2017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1,872,109,68
7.27

3,339,017,92
5.80

3,363,986,31
1.34 -44.35% 3,381,418,97

8.33
3,400,905,53

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60,530,027.1
3

2,381,333,44
7.71

2,313,086,14
3.10 -67.12% 2,363,268,61

9.86
2,296,945,32

7.1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永飞、翁武强、林毅超、林峰国、李斐、刘文焱、郭小群采取出
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0]37 号），指出公司相关收入确认不规范。 经公司自查，
确认存在上述前期会计差错。 同时、公司发现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以及部分收入、成
本、费用跨期等问题，公司对上述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相应对 2017
年度、2018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30 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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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340,535.99 280,321,343.28 258,596,312.12 410,482,84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7,559,302.35 -6,307,611.30 -56,381,029.01 -1,

443,230,62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7,490,388.03 -7,507,535.12 -58,117,540.66 -1,
168,081,941.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9,523,754.39 26,834,738.14 -13,445,714.48 -84,666,9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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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1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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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瑞丰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57% 189,348,804 0

质押 27,578

冻结 162,240,42
6

林永飞 境内自然
人 9.32% 66,389,603 66,389,603 冻结 66,389,603

翁华银 境内自然
人 3.62% 25,765,574 25,765,574 冻结 25,765,574

江德湖 境内自然
人 3.62% 25,765,574 25,765,574 冻结 25,765,574

李恩平 境内自然
人 3.29% 23,446,674 23,446,674 冻结 23,446,674

翁武游 境内自然
人 2.69% 19,200,000 0 质押 19,200,000

何琳 境内自然
人 2.53% 18,035,902 18,035,902 冻结 18,035,902

摩登大道时
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2.47% 17,623,633 17,623,633 0

翁武强 境内自然
人 2.47% 17,600,000 17,600,000 冻结 17,600,000

东莞市长久
创业投资行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1% 12,882,787 12,882,787 冻结 12,882,787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章熠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3,414,732股、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股份 27,080,800股、刘欣宇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1,668,2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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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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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9 年公司经营情况介绍
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71,741,032.52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2.52%；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8,359,962.88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762.63%；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1,196,216,629.23 元，下降 8187.68%。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变动的原因主要是：
1、受整体宏观环境影响，公司及部分子公司业绩不达预期，营业收入和利润有

所下滑。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公司 2019 年末对可能存在减值

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存货、无形资产、商誉
等）进行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后，进行了计提减值准备。

3、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擅自划扣了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连卡福名品管
理有限公司大额存单，相关诉讼尚未判决，基于谨慎性原则，拟计提营业外支出约
10,064 万元。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擅自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名义进行未经审
议及未及时披露的担保事项，拟计提预计负债和营业外支出约 2.48 亿元。

董事会认为，在报告期内，公司在经营上回归服装主业，剥离部分低效率的资
产有利于整合资源，清晰战略路线，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在公司治理方面，加大自查
力度并全面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更有利于切实维护公司及所有股东的权益。 未来，
公司将贴合服装行业的发展方向，继续推进做精主业，做大做强的战略导向。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具体总结如下：
1、公司业务方面
公司自有品牌卡奴迪路 CANUDILO 品牌业务目标定位为产品创新，专注提升

产品竞争力 。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 CANUDILO 及 CANUDILO� H�
HOLIDAYS 门店总数为 232 家； 公司持续突出主业发展在公司经营管理中的重要
地位，在报告期内通过剥离部分低效率的资产的方式更进一步的清晰发展主线。

2、优化人员架构，提升绩效管理
公司将以各板块业务实际经营情况作为依据， 量入为出对现有人员架构重新

定岗定编，做到以岗定薪、薪随岗动，合理调整全员薪酬结构，制定考核机制和奖罚
机制，以量化指标作为员工的考核标准，做到人、岗、能力、薪酬相匹配，有奖必有
罚，权责利对等，真正从机制上激励员工的主动创造力和内部竞争力。 在架构优化
过程中，精简层级，规范界限，做到职能部门与业务部门的高度配合与双向考核，支
撑各项业务的稳健发展。

3、提升财务管理效率及加强企业内控管理
公司将加强预算管理及考核力度，及时评价经营成果，将预算目标落到实处；

财务部门除及时完成日常财务核算，以及季报、年报的披露工作外，对资金统一管
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与业务部门积极融合，消除部门之间的壁垒，优化审
批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此外，审计部门加强企业内控管理，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合法
合规，规避风险。

4、培养全员经营意识
公司的良性经营需要上下同欲，在充实优化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公司将进一步

培养全体员工的经营意识和主人翁思想，通过数据化分析、绩效考核、精细化管理
等多种方式，分层级、成体系地引导员工建立以销售额、利润率和消化率等多维度
思考的经营思维，通过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方式，提升全体
员工的归属感和获得感。

（二）零售经营情况
1、门店变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线下门店共 242 家，直营店 154 家，加盟店 88 家，其中

卡奴迪路（CANUDILO）品牌店 232 家，DIRK� BIKKEMBERGS 品牌店 3 家，其它国
际代理品牌店 7 家。 报告期内，直营店营业收入为 674,959,694.59 元，加盟店营
业收入为 68,839,583.44 元， 电商营业收入 175,222,928.90 元， 其他零售营业收入
62,841,115.45 元。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门店 68 家，新增门店面积合计约 9,833.91 平
方米；公司关闭门店 119 家，关闭门店面积合计约 15,733.41 平方米。 新增和关闭门
店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对公司业绩起到动态互补作用，未对公司整体业绩造成
重大影响。

公司整体门店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家

品牌 门店类型 2018年末数
量

2019年末数
量

2019年新
开

2019年关
闭

卡 奴 迪 路 及 DIRK�
BIKKEMBERGS

自营 147 147 35 35

加盟 83 88 27 22

代理品牌
自营 55 7 6 54

加盟 8 0 0 8

合计 293 242 68 119

2、门店经营情况
2019 年度销售收入排前 10 名的门店信息如下：

序号 门店名称 地址 开业
时间

面积
（M2）

经营
业态

经营
模式

物业权
属状态

1 澳门巴黎人
ANTONIA店

澳门路氹连贯公路澳门巴黎
人 2016年 2842 酒店 直营 租赁物

业

2 金沙城香水化妆品 澳门氹仔望德圣母湾大马路
金沙城中心 2 2012年 386 酒店 直营 租赁物

业

3 澳门威尼斯人
CH2005

澳门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大
运河购物中心鸿日街 2007年 130 酒店 直营 租赁物

业

4 澳门金沙城商旅 2013 澳门氹仔望德圣母湾大马路
金沙城中心 2012年 319 酒店 直营 租赁物

业

5 江苏盐城金鹰卡奴迪
路店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建军中
路 169号金鹰国际购物中心 2012年 140 百货商

场 直营

6 湖南长沙友阿卡奴迪
路奥特莱斯店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 3段
27号友谊阿波罗 2011年 272 百货商

场 直营

7 澳门巴黎人新秀丽
2020

澳门氹仔望德圣母湾大马路
金沙城中心 2012年 166 酒店 直营 租赁物

业

8 陕西西安赛格购物中
心 CH

西安市雁塔区长安中路 123
号赛格国际购物中心 2016年 104 购物中

心 直营

9 江苏南京金鹰集合店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汉中路
89号南京金鹰国际购物中心 2017年 125 百货商

场 直营

10 江苏南京金鹰卡奴迪
路店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
18号德基广场 2012年 127 百货商

场 直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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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批发零售业（线
上）

184,922,568.
87

138,364,048.
79

25.18
% 12.06% 13.12% 13.12%

批发零售业（线
下）

796,940,753.
51

343,848,609.
14

56.85
% 63.84% -6.99% -6.99%

互联网行业 365,160,039.
59

260,427,443.
18

28.68
% 24.85% 3.83% 3.83%

分产品
服饰及配件（自
有品牌）

535,452,363.
80

193,479,953.
22

63.87
% -6.88% 14.51% -6.74%

服饰及配件（代
理品牌）

247,332,463.
15

152,911,348.
91

38.18
% -47.36% -57.61% 14.96%

香化产品 199,078,495.
43

135,821,355.
81

31.77
% 45.15% 47.24% -0.97%

科技互联网 365,160,039.
59

260,427,443.
18

28.68
% -2.60% -7.57% 3.83%

分地区

国内 691,537,252.
18

344,306,186.
34

50.21
% -13.71% 12.32% -11.13%

海外 680,203,780.
34

413,295,305.
50

39.24
% -11.59% -27.79% 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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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71,741,032.52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2.52%；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8,359,962.88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762.63%；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1,196,216,629.23 元，下降 8187.68%。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变动的原因主要是：
1、受整体宏观环境影响，公司及部分子公司业绩不达预期，营业收入和利润有

所下滑。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公司 2019 年末对可能存在减值

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存货、无形资产、商誉
等）进行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后，进行了计提减值准备。

3、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擅自划扣了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连卡福名品管
理有限公司大额存单，相关诉讼尚未判决，基于谨慎性原则，拟计提营业外支出约
10,064 万元。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擅自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名义进行未经审
议及未及时披露的担保事项，拟计提预计负债和营业外支出约 2.48 亿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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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
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
（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决议通过，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
量。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
资产的业务模式、 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
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中，对于按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 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
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
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
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
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 因此，对于首
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本公司调整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
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 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将持有的部分非交易性股权投资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本公司持有的某些理财产品、信托产品、股权收益权及资产管理计划等，其
收益取决于标的资产的收益率，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由于其合同现金流量
不仅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本公司在 2019 年 1 月 1 日
及以后将其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列报为
交易性金融资产。

———本公司持有的部分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其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
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且本公司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
务模式是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 本公司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将其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至其他债权投资。

———本公司在日常资金管理中将部分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或贴现，既以收取合同
现金流量又以出售金融资产为目标，因此，本公司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将该等
应收票据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金融资产类别，列
报为应收款项融资。

———本公司在日常资金管理中将部分特定客户的应收款项通过无追索权保理
进行出售，针对该部分特定客户的应收款项，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又以出售金融
资产为目标，因此，本公司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将该等特定客户的应收款项重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金融资产类别， 列报为应收款
项融资或其他债权投资。

A、首次执行日前后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a、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年 12月 31日（变更前） 2019年 1月 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44,343,908.71
交 易 性
金 融 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44,343,908.7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权益
工具） 37,201,513.15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

37,201,513.15

应收账款 按摊余成本计量
且变动计入损益

346,201,239.1
2

应 收 账
款

按摊余成本计量
且变动计入损益

321,219,627.0
1

其他应收款 按摊余成本计量
且变动计入损益

177,169,363.0
3

其 他 应
收款

按摊余成本计量
且变动计入损益

168,556,720.1
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169,048.46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26,288,665.97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年 12月 31日（变更前） 2019年 1月 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账款 按摊余成本计量且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138,769,161.06 应收账款 按摊余成本计量且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131,966,729.21

其他应收
款

按摊余成本计量且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1,160,206,540.6
7

其他应收
款

按摊余成本计量且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1,158,858,200.2
7

递延所得
税资产 8,148,746.45 递延所得

税资产 9,371,362.29

B、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
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 1月 1日

（变更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原
准则）

44,343,908.71

减：转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44,343,908.71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加：自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原准则）转入

44,343,908.71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44,343,908.7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准则） 37,201,513.15

减：转出至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37,201,513.15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
准则）转入 37,201,513.15

重新计量：按公允价值重新
计量 37,201,513.15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37,201,513.15

按摊余成本计量且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

应收账款 346,201,239.12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
备

-28,
131,612.11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318,069,627.01

其他应收款 177,169,363.03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
备 -8,612,642.93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168,556,720.1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169,048.46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
备 1,119,617.51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26,288,665.97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变更
前）

重分
类 重新计量 2019年 1月 1日（变更

后）

按摊余成本计量且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

应收账款 138,769,161.06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
备

-6,
802,431.85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131,966,729.21

其他应收款 1,160,206,540.67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
备

-1,
348,340.4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1,158,858,200.27

递延所得税资产 8,148,746.45

重新计量：预计信用损失准
备 1,222,615.84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
额 9,371,362.29

C、首次执行日，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 12月 31
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 1月 1

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53,667,966.25 28,131,612.11 81,799,578.36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29,346,014.29 8,612,642.93 37,958,657.22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 12月 31
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 1月 1

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20,055,437.09 6,802,431.85 26,857,868.94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8,451,500.74 1,348,340.40 9,799,841.14

D、对 2019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影响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目? 合并未分配利润 合并盈余公积 合并其他综合收益

2018年 12月 31日 2,313,086,143.10 65,552,111.56 -18,997,797.23

应收款项减值的重新计量 -31,319,586.77 -480,297.18

2019年 1月 1日 2,281,766,556.33 65,552,111.56 -18,997,797.23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项目? 合并未分配利润 合并盈余公积 合并其他综合收益

2018年 12月 31日 443,589,032.03 65,552,111.56

应收款项减值的重新计量 -6,928,156.41

2019年 1月 1日 436,660,875.62 65,552,111.56

2、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9 月分别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
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合并财务报表格式作出了修订，本
公司已根据其要求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新收入
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编制财务报表。 主要变化如下：

A、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行项目及“应收账款”行
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行项目及“应付账款”行
项目；

B、新增“应收款项融资”行项目；
C、列报于“其他应收款”或“其他应付款”行项目的应收利息或应付利息，仅反

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收取或应支付， 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或支付的利
息；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

D、明确“递延收益”行项目中摊销期限只剩一年或不足一年的，或预计在一年
内（含一年）进行摊销的部分，不得归类为流动负债，仍在该项目中填列，不转入“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行项目；

E、将“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自“其他收益”行项目前下移至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行项目后，并将“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列于“资产减值损失”
行项目之前；

F、“投资收益”行项目的其中项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
益”行项目。 本公司根据上述列报要求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

对 2018 年度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如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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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瑞丰集团通过收取预付款项、 销售及投资款的形式占用本公司及子公司自

有 资 金 147,500,021.12 元 ， 其 中 2018 年 88,235,864.11 元 ，2017 年 及 以 前
59,264,157.01 元，应将相应款项从预付账款、长期应收款、应收账款调至其他应收
款，同时冲减应收利息。

2、追溯重述公司与襄阳中机、南京中安的交易、加盟商业务、提货卡业务：
（1）2018 年合计调整增加营业收入 5,994,497.89 元， 合计调整减少营业成本

5,770,574.14 元 ， 其 中 与 襄 阳 中 机 、 南 京 中 安 的 交 易 调 整 减 少 营 业 收 入
19,118,965.52 元，调整减少营业成本 14,279,875.14 元；加盟商业务调整增加营业收
入 27,439,630.63 元，调整增加营业成本 8,509,301.00 元；提货卡业务调整减少营业
收入 2,326,167.22 元。

（2）2017 年及以前合计调整减少营业收入 58,281,182.68 元，合计调整增加营业
成本 2,760,027.00 元，其中加盟商业务调整增加营业收入 12,714,252.91 元，调整增
加营业成本 2,760,027.00 元；提货卡业务调整减少营业收入 70,995,435.59 元。

3、 追溯重述和调整“CANUDILO” 品牌推广费 ，2018 年调增销售费用
10,962,242.22 元，2017 年调增销售费用 4,014,265.51 元。

本公司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事项已按照追溯重述法进行了更正。 更正后，调减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留存收益 -68,247,304.61 元， 调减 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留存收益 -66,323,292.69 元， 调减 2017 年度
之前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留存收益 -62,475,740.09 元。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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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并范围增加： 武汉乐点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自成立日起纳入合并范

围。
2、合并范围减少：杭州连卡恒福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乐福仕实业有限公司自处

置之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广州美年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美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摩登大道时尚传媒有限公司、广州摩登魔镜时尚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中侨汇免
税品有限公司、广州连卡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铂金国际时尚集合有限公司自注销
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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