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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发行人承诺将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企业及

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保

证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按照《公司信用类债

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银行间市场相关自律管理要求履行

了相关内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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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可能直接或间接对企业生产经营状

况、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债务融资工具偿付能力和投资者权益

保护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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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 指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报告期 指 2021 年 1-12 月

报告期末 指 2021 年 12 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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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及中介机构主要情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中文名称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企业中文简称 上海华谊

企业外文名称 SHANGHAI HUAYI (GROUP) COMPANY

企业外文简称 SHANGHAI HUAYI

法定代表人 刘训峰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28,108 万元

实缴资本 人民币 347,629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 560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常德路 809 号华谊集团大厦

邮编 200025

企业网址（如有） http://www.shhuayi.com

（二）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信息

姓名 顾立立

职位 总经理

联系地址 上海市常德路 809 号

电话 021-23530000

传真 021-64455880

电子信箱 xinxipilu@shhuay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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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期内发行人董、监、高或具有同等职责人员变更情况

不涉及。

（四）报告期内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资产、人员、机构、财务、业务

经营等方面的相互独立情况；控股股东对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内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资产、人员、机构、财务、业务经营等

方面的相互独立；无控股股东对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五）报告期内是否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规

定的情况以及发行文件约定或承诺的情况，并披露相关情况对债务融资工具投

资者权益的影响；

不涉及。

（六）报告期内业务范围、主营业务情况、业务发展目标、行业状况、行业

地位及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上述重大变化对发行人经营

情况及偿债能力的影响；

不涉及。

（七）是否存在报告期末除债券外的其他有息债务的逾期情况，包括但不限

于逾期金额、发生原因及处置进展。

不涉及。

二、对应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审计机构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 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签字会计师名字： 黄洁、徐立群

（二）其他中介机构情况

1、21 沪华谊 MTN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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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88 号

联系人： 熊瀚

联系电话： 021-38579212

主承销商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2 号

联系人： 邹学诚、秦沼杨

联系电话： 021-61614470、021-61616251

存续期管理机构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88 号

联系人： 熊瀚

联系电话： 021-38579212

跟踪评级的评级机构：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1555 号 a 座 103 室

报告期内上述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应当披露变更的原因、履行的程序、对

债务融资工具投资者权益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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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情况

一、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情况

（一）存续债务融资工具详细信息

债券名称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 21 沪华谊 MTN001

债券代码 102101558.IB

发行日 2021 年 8 月 12 日-13 日

起息日 2021 年 8 月 16 日

到期日 2024 年 8 月 16 日

债券余额（亿元） 20

利率 3.19%

付息兑付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交易场所 银行间债券市场

主承销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存续期管理机构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是否存在逾期未偿还债务融资工具

截至本定期报告披露日，发行人不存在逾期未偿还的债务融资工具。

二、报告期内信用评级调整情况

无调整。

三、存续及到期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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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单元：亿元

（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

不涉及。

（三）募集资金特定用途情况

不涉及。

（四）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情况

发行人募集资金中 11 亿元用于下属子公司项目建设，其中：

1）5亿元用于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工业气体岛项目

本次募集资金中 5亿元用于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能

化”）工业气体岛项目建设。该项目备案总投资 1,211,962 万元，该项目资本金

363,588 万元，至 2021 年 12 月末，项目公司已到位资本金 363,588 万元。该项

目已于 2017 年 11 月开工建设，并于 2021 年 7 月初试车投产。截至 2021 年末，

广西能化总资产 113.45 亿元，净资产 36.90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29.59

亿元，全年实现利润总额 1.52 亿元，净利润 1.45 亿元。

2）5 亿元用于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 75 万吨/年丙烯及下游深加工项目

及 20 万吨/年双酚 A项目

本次募集资金中 5亿元用于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新材

料”）的 75 万吨/年丙烯及下游深加工项目和 20 万吨/年双酚 A项目。

75 万吨/年丙烯及下游深加工项目备案总投资 872,644 万元，项目资本金为

272,692 万元，至 2021 年 12 月末，该项目已到位资本金为 137,013 万元。该项

目已于 2021 年 3 月开工建设，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全部装置地面以下土建施工及

上部结构施工，正开展钢结构、设备、储罐安装以及管道焊接等工作，该项目建

设进展正常，并计划 2023 年 3 月底试车投产。

债务融资工

具简称

募集

总金

额

资金用途
资金投

向行业

计划

使用

金额

已使

用金

额

是否与承诺

用途或最新

披露用途一

致

未使用

金额

21 沪华谊

MTN001
20

1）4 亿元用于偿还发行人本部金融

机构借款；（2）5 亿元用于补充下

属子公司营运资金；（3）11 亿元

用于下属子公司项目建设。

化工制

造业
20 20 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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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万吨/年双酚 A项目备案总投资 320,098 万元，项目资本金 97,985 万元，

至 2021 年 12 月末，该项目到位资本金为 49,271 万元。该项目已于 2021 年 3 月

开工建设，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全部装置地面以下土建施工及上部结构施工，正开

展钢结构、设备、储罐安装以及管道焊接等工作，该项目建设进展正常，并计划

2023 年 3 月底试车投产。

截至 2021 年末，广西新材料总资产 47.76 亿元，净资产 18.25 亿元，两大

项目尚在建设中，尚未投产，目前两大项目建设正常。

3）1亿元用于广西华谊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30 万吨/年烧碱、40 万吨/年聚氯

乙烯项目。

本次募集资金中 1亿元用于广西华谊氯碱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氯

碱”）的 30 万吨/年烧碱、40 万吨/年聚氯乙烯项目建设。该项目备案总投资

425,517 万元，项目资本金 139,374 万元，至 2021 年 12 月末已到位 67,500 万

元。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主要建构筑物的主体结构施工，并已进入安装阶段, 各管

线预制施工中，该项目建设进展正常，并计划于 2022 年底完成建设到试生产阶

段。

截至 2021 年末，广西氯碱总资产 17.87 亿元，净资产 6.25 亿元，该项目尚

在建设中，尚未投产，目前项目建设正常。

四、含权条款、投保条款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一）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款行权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均未附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

款。

（二）投资人保护条款触发情况

表 2：截至报告期末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投资人保护条款触发情况

序号 债券简称 附投资人保护

条款类型（一

级条款）

附投资人保护条款

类型（二级条款）

是否触发 执行情况（如有）

1 21 沪华谊 MTN001 事先约束条款 (事先约束条款) 出

售/转移重大资产

否 不涉及

除上表列示的债务融资工具外，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其他存续债务融资工

具均未添加投资人保护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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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告期内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现状、执行情

况和变化情况分析

截至本定期报告披露日，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均未添加增信机制、偿债

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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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本公司于 2021 年度执行了财政部颁布或修订的以下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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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修订）（统称“新金融

工具准则”）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简称“新收入准则”）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 年修订）（简称“新租赁准则”）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2021 年发布）（简称“解释第 14 号”）

- 《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

（（财会〔2021〕9 号））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2021 年发布）（简称“解释第 15 号”）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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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准则

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

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

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本公司及本集团合并范围内部分子公司（详见本附注“四、重要会计政策和

会计估计”）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2021 年 1 月 1 日将因

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体现在 2021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的调整金额。比较报表不做调整。

2021 年 1 月 1 日上述企业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合并和母公司财务报表的

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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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

容和原因

对 2021 年 1 月 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因报表项目名

称变更，将“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负债）”

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

产（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负债）：减少

37,965,621.33 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负

债）：增加 37,965,621.33

元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负债）：减少 0.00

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负

债）：增加 0.00 元

（2）可供出售权益

工具投资重分类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

加 1,698,521,923.41 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减少 1,698,521,923.41 元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105,070,582.11 元

留存收益：增加

-105,070,582.11 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1,679,136,060.53 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

少 1,679,136,060.53 元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116,731,011.18 元

留存收益：增加

-116,731,011.18 元

（3）非交易性的可

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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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减少 773,028,075.46 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增加 1,740,220,902.23 元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726,820,465.17 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

加 238,260,365.11 元

少数股东权益：增加

2,111,996.49 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

少 972,498,939.22 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

加 1,575,548,204.97 元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405,666,975.34 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197,382,290.41 元

（4）将部分“应收

款项”重分类至“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债

务工具）”

应收票据：减少

388,662,317.37 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

386,005,333.76 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

加 314,047.54 元

留存收益：减少

应收票据：减少 0.00

元

应收款项融资：增加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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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企业 2021 年 1 月 1 日各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

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合并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9,465,697,746.99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9,465,697,74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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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65,621.33
交易性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

损益

37,965,621.33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576,100,493.63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87,438,176.26

应收款项融

资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388,662,317.37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202,920,832.85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1,202,920,832.85

应收款项融

资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150,599,713.52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2,150,599,713.52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

资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债

务工具)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

动资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

资

(含其他流

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2,342,936.0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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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权

益工具)

1,711,836,631.41

交易性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

损益

1,698,521,923.41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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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4,708.00

以成本计量

(权益工具)
759,713,367.46

交易性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

损益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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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6,906,194.23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191,875,670.68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191,875,670.68

母公司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999,680,708.85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3,999,680,708.85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625,285,847.81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625,285,847.81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含其他流动

资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债

务工具)

债权投资

(含其他流

动资产)

摊余成本

其他债权投

资

(含其他流

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1,679,136,060.53

交易性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其他非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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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综合收益(权

益工具)

损益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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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9,136,060.53

以成本计量

(权益工具)
972,498,939.22

交易性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

损益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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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5,548,204.97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96,168,100.63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96,168,100.63

2、执行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后的准

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及本集团合并范围内部分子公司（详见本附注“四、重要会计政策和

会计估计”）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执行新

收入准则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

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

2021 年 1 月 1 日上述企业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集团合并和母公司财务报表

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 2021 年 1 月 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1）将与销售相关、不满足无条

件收款权的已完工未结算、应收

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资产，将与销

售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

负债。

应收账款 -25,044,158.36

存货

合同资产 25,044,158.36

预收款项 -480,189,727.81 -320,358,901.00

合同负债 467,444,589.30 320,358,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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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 2021 年 1 月 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其他流动负债 12,745,138.51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上述公司 2021 年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集团 2021 年度合

并和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 2021 年 12月 3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应收账款 -30,185,391.95

合同资产 30,185,391.95

预收款项 -1,397,776,284.90 -337,478,901.00

合同负债 1,295,128,578.72 337,478,901.00

其他流动负债 102,647,706.18

3、执行新租赁准则

财政部于 2018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在境内外同

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

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修订后的准则，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公司

选择在首次执行日不重新评估其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

本公司及本集团合并范围内部分子公司（详见本附注“四、重要会计政策和

会计估计”）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上述公司作为承租人

本公司及本集团其他子公司选择根据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

整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

可比期间信息。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经营租赁，公司在首次执行日根据剩

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行日公司的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并根

据每项租赁选择以下两种方法之一计量使用权资产：

- 假设自租赁期开始日即采用新租赁准则的账面价值，采用首次执行日的公司的增量

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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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租赁负债相等的金额，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经营租赁，以上公司在应用上述方法的同时根据每项租赁选择采用

下列一项或多项简化处理：

1) 将于首次执行日后 12 个月内完成的租赁作为短期租赁处理；

2) 计量租赁负债时，具有相似特征的租赁采用同一折现率；

3) 使用权资产的计量不包含初始直接费用；

4) 存在续租选择权或终止租赁选择权的，根据首次执行日前选择权的实际行使及其他

最新情况确定租赁期；

5) 作为使用权资产减值测试的替代，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评

估包含租赁的合同在首次执行日前是否为亏损合同，并根据首次执行日前计入资产负债表的

亏损准备金额调整使用权资产；

6) 首次执行日之前发生的租赁变更，不进行追溯调整，根据租赁变更的最终安排，按

照新租赁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在计量租赁负债时，本公司使用 2021 年 1 月 1 日的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 3.34%-4.75%

来对租赁付款额进行折现。

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及本集团尚未执行新租赁准则子公司的

重大经营租赁最低租赁付款额
126,325,751.14

按 2021 年 1 月 1日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 92,739,994.95

2021 年 1 月 1 日新租赁准则下的租赁负债 92,739,994.95

上述折现的现值与租赁负债之间的差额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融资租赁，本公司在首次执行日按照融资租入资产和应付融

资租赁款的原账面价值，分别计量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 上述公司作为出租人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划分为经营租赁且在首次执行日后仍存续的转租赁，以上公司在首次

执行日基于原租赁和转租赁的剩余合同期限和条款进行重新评估，并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规定

进行分类。重分类为融资租赁的，以上公司将其作为一项新的融资租赁进行会计处理。

除转租赁外，以上公司无需对其作为出租人的租赁按照新租赁准则进行调整。公司自首

次执行日起按照新租赁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 以上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合并和母公司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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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对 2021 年 1 月 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公司作为承租人对于首次执行

日前已存在的经营租赁的调整

使 用 权 资 产 ： 增 加

104,163,889.23 元

租赁负债：增加92,739,994.95

元

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

11,423,894.28 元

使用权资产：增加 0.00 元

租赁负债：增加 0.00 元

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

0.00 元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

财政部于 2021 年 2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财会〔2021〕1 号，

以下简称“解释第 14 号”），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21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有关业

务，根据解释第 14 号进行调整。

①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

解释第 14 号适用于同时符合该解释所述“双特征”和“双控制”的 PPP 项目合同，对

于2020年 12月 31日前开始实施且至施行日尚未完成的有关PPP项目合同应进行追溯调整，

追溯调整不切实可行的，从可追溯调整的最早期间期初开始应用，累计影响数调整施行日当

年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②基准利率改革

解释第 14 号对基准利率改革导致金融工具合同和租赁合同相关现金流量的确定基础发

生变更的情形作出了简化会计处理规定。

根据该解释的规定，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发生的基准利率改革相关业务，应当进行追

溯调整，追溯调整不切实可行的除外，无需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在该解释施行日，

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等原账面价值与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该解释施行日所在年度报

告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

5、执行《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适用范围的

通知》

财政部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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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 号），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支付租金等

租金减让，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财政部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发布了《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

定>适用范围的通知》（财会〔2021〕9 号），自 2021 年 5 月 26 日起施行，将《新冠肺炎

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允许采用简化方法的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的适用范

围由“减让仅针对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的应付租赁付款额”调整为“减让仅针对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的应付租赁付款额”，其他适用条件不变。

本公司对适用范围调整前符合条件的租赁合同已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对适用范围调整后符合条件的类似租赁合同也全部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通知发

布前已采用租赁变更进行会计处理的相关租赁合同进行追溯调整，但不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

表数据；对 2021 年 1 月 1 日至该通知施行日之间发生的未按照该通知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的

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通知进行调整。

6、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5 号”），“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数据相应调整。

解释第 15 号就企业通过内部结算中心、财务公司等对母公司及成员单位资

金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涉及的余额应如何在资产负债表中进行列报与披露作出了

明确规定。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二）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不涉及。

（三）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不涉及。

二、财务报告非标准意见情况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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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变化情况如下：

1、变动情况；

发行人原二级子公司上海华谊集团装备工程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变动原因；

报告期内发行人处置其持有的 51%股权，故退出合并范围。

3、对企业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无影响。

四、报告期内合并报表是否发生亏损超过净资产规模 10%的情况

不涉及。

五、受限资产情况：

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受限资产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1,244,745,210.16 保证金

应收票据 519,983,198.36 票据贴现

固定资产 330,623,591.41 抵押借款

无形资产 7,760,954.06 抵押借款

其他 22,35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中对内蒙古

昊盛煤业有限公司 1.89%（注）

股权质押给兖州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 22,350,000.00 元

合计 2,125,462,953.99

注：股权质押发生当时占比 14.90%，账面价值 22,350,000.00 元，现对方实收资本已变化，

此金额占比下降为 1.89%。此项投资原在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因在对方持股比例减少无重大

影响，已改为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核算。

六、对外担保金额及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一）截至报告期末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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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合计 15.88 亿元，

占净资产 3.73%，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企业 被担保企业 担保方式 担保种类 担保金额

1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贷款担保 42,199.83

2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油漆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贷款担保 3,400.00

3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普莱克斯（广西）气体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贷款担保 36,346.40

4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天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贷款担保 23,945.81

5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泓新材料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贷款担保 42,180.36

6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鸿谊新材料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贷款担保 6,250.00

7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新阳光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贷款担保 4,513.82

合计 - - - 158,836.22

（二）截至报告期末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不涉及。

七、报告期内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情况：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于上海清算所披露了《上海华谊(集团)公司银行间

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具体链接如下：

https://www.shclearing.com.cn/xxpl/zdsxjqt/202106/t20210630_891177.ht

ml。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于上海清算所披露了《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关于银

行 间 债 券 市 场 信 息 披 露 事 务 负 责 人 的 公 告 》 ， 具 体 链 接 如 下 ：

https://www.shclearing.com.cn/xxpl/zdsxjqt/202106/t20210630_891488.ht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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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财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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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备查文件

【注：结尾应列明备查文件、查询地址、查询网站。备查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报

告、审计报告、信息披露文件原件等。】

一、备查文件

（一）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2021 年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

（二）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文件原件；

二、查询地址及网站

发行人：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训峰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 560 号

联系人： 朱娟

电话：021-23530312

传真：021-64456042*880315

投资者可通过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或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等交易商协会认可的网站下载本报告，或者在办公时间，到上

述地点查阅本报告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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