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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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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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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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13,220,29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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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新科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68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慎勇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院北辰时代大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院北辰时代大
厦 18 层
厦 18 层

季悦

传真

010-82430999

010-82430999

电话

010-82430973

010-82430973

电子信箱

ir@longshine.com

ir@longshin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发展的宏观环境及政策背景
近十年来，数字技术已逐渐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促进全社会生产效率提升的强大动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
的深度融合正在不断提高各行各业、各级政府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水平，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李克强总理的《2021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对“加快数字化发展，为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给予了明确的
指导，而《“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则用一整篇阐释“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
变革”，“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各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国家电网是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重点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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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为己任，2020年6月国家电网发布“数字新基建”十大重点建设任务，
聚焦大数据、物联网、综合能源服务、人工智能等“新基建”领域，2020年总体计划投资约247亿元，预计拉动社会投资约1000
亿元。例如，国网公司积极推动能源大数据利用，通过对各种数据共享融合、分析挖掘与商业化应用，服务政府科学决策、
社会精准治理、企业智慧用能等需求。同时，在能源革命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国家电
网作为连接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通过供给侧结构调整和需求侧响应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例如，国网
公司正着力提高终端消费电气化水平，推动电动汽车、综合能源服务等创新业务发展，2019年中国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
已增至26%，预计2025年、2030年，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30%、35%以上。
产业数字化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必然需要与之匹配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数字经济推动治理方式向着更高层级迈进，
不断提升各级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以城市为单位，政府从公众需求角度出发，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新技术，
构建数字空间，实现传统线下生活服务、城市服务等在数字空间的重构，提升城市服务质量，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依托数据的开放和运营，实现“数据驱动”的精细治理。在数字城市建设的基础上，随着各部门数据的打通，包括充电、停车、
出行、医养、办证等多样的线上综合服务场景逐步落地，国内很多城市纷纷建设全市统一入口的城市超级APP，如“灵锡”、
“北京通”、“e福州”、“随申办”等，为市民提供更高效的服务。
朗新科技集团一直是中国能源行业信息化的领军企业，拥有深厚的技术与人才积累的同时，对行业信息技术应用发展
有着深刻的理解；随着行业信息化逐步进入更高一级的产业数字化发展阶段，朗新科技自2013年就确定了面向产业数字化升
级的业务发展战略，在商业认知、经营理念、发展战略、业务模式和推进路径方面全面升级，并对组织形式、激励机制、人
才队伍、研发体系进行了全方位变革。朗新认为，产业数字化必将通过多方协作、赋能、共生的方式实现商业落地，基于公
司20余年的积累，朗新科技集团与战略伙伴一起，已陆续培育了生活服务、互联网电视等多项产业数字化平台运营业务。
2020年是朗新科技重组并购邦道科技和易视腾科技后集团化发展的第一个完整年度，虽然面临疫情和外部环境的重大
不确定性，但公司多年的业务布局初见成效，经营业绩持续增长，朗新科技集团将坚定产业数字化发展战略，通过新一代信
息技术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构建数字生活场景平台，持续帮助产业和政府提升运营与管理效率、促进产品和服务数字化转型，
让数字技术最终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让消费者持续享有数字化带来的体验提升。
2、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朗新科技集团聚力产业数字化，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构建数字生活场景平台，以B2B2C的业务模
式，深耕能源服务、生活服务、城市服务等领域，通过系统建设、平台运营、用户服务，助力产业创新和升级，创造并分享
新的价值。

朗新科技兼具2B和2C两种核心业务能力。2B方面，公司深耕行业市场，通过软件产品、技术和运营服务，帮助国家电
网、南方电网、燃气集团、地方政府等B端/G端客户实现数字化升级，沉淀中台能力和平台产品，依托客户的运营需求，深
度开展业务运营服务并打造新的服务场景；2C方面，公司通过构建自有的数字生活场景平台，携手战略合作伙伴，通过支
付宝、银联、电信运营商等流量入口，为C端用户提供多种B端服务新场景，提高流量入口的用户活跃度和粘性。在集团统
一的战略规划之下，公司聚焦2B、2C两种能力的结合，经过近十年的研发、运营和服务积累，已初步实现平台能力的构建
和产品复用，并培育出生活缴费和互联网电视两大成熟的C端运营业务，目前正在更多的生活服务、城市服务领域实现场景
复制。对于传统软件公司来说，软件交付代表着服务的结束，而对于朗新来说，软件交付则意味着运营服务的开始。
自2013年以来，集团的收入结构从单一的面向B/G端客户的软件服务收入，逐渐转变为软件服务收入和面向C端的平台
运营收入并重的结构：
1）软件服务业务：
软件服务业务包括咨询规划、软件设计开发、软件实施服务、软件运行维护以及SaaS服务等，主要面向能源服务、生
活服务、城市服务等领域，为客户构建核心业务系统和数字化服务能力，从而更好地帮助客户实现产业数字化升级。
公司服务能源领域长达20余年，在电力行业，为包括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在内的大型企业客户提供用电服务领域核心
系统及解决方案，公司服务的电力客户覆盖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服务超过2.4亿电力终端用户；公司的套装电力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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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采集软件产品已远销尼日利亚、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国家；公司积极拓展新能源服务，为行业提供充电桩云平台、分布式
光伏云平台等产品服务。在燃气行业，公司为华润燃气、中国燃气、港华燃气等大型燃气企业提供核心业务系统的信息化服
务。凭借过硬的技术和优质服务，朗新科技已在能源领域建立了牢固的、持续领先的优势与地位。
在电力行业，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积极响应国家电力体制改革的要求，深入贯彻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大力推动数
字化转型，对内降本增效，对外拓展创新，提升服务质量。随着全社会能源消费电气化的趋势进一步明确，朗新科技抓住产
业机遇，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打开，相关业务将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公司持续深耕用电服务领域核心业务系统，在新一代能
源互联网营销服务系统研发及解决方案上持续加大投入；在能源互联网应用方面，公司积极拓展新业务，在电动汽车充电桩
运营、综合能源服务、市场化售电等典型业务上形成了一系列成熟落地的解决方案和信息化平台支撑；在数字新基建领域，
公司围绕国网重点任务规划，积极参与大数据应用、物联采集平台和应用、云计算平台和应用等方向的重点项目研发与落地
实践，研发了端到端的能源大数据解决方案，目前已支撑多个省份开展能源大数据创新应用。
在燃气行业，公司紧跟天然气行业改革和城燃企业综合能源服务商发展方向，提供成熟解决方案和信息化支撑平台。
公司自主研发的用户服务信息系统全方位覆盖市场开发、业务办理、抄表计费、收费账款、安检维修、增值服务、督查管控
及呼叫中心等关键业务，服务于华润燃气旗下270家城燃公司、中国燃气旗下400多家城燃公司，以及港华燃气、沈阳燃气、
晋煤集团、浙能集团等大中型城市燃气企业。
基于能源领域长期的技术和业务积累，朗新科技从软件服务深入到客户的业务运营环节，逐渐沉淀出用户中心、支付
中心、营销中心等中台能力，赋能不同的数字生活场景，服务更多的垂直产业。
2）平台运营业务：
数字生活场景平台：基于多年在不同生活场景的持续运营及能力沉淀，公司自主研发形成可持续迭代的数字生活场景
平台，重点打造平台的用户经营能力、场景构建能力、智能营销能力、生态整合能力及开放技术能力等，与流量入口深度合
作，广泛连接并赋能B端行业客户，为C端用户提供更多B端服务新场景，切实推动数字生活的全面发展。以生活缴费为例，
数字生活场景平台向支付宝、银联等C端流量入口提供“技术+运营+营销”服务，帮助其快速连接公共服务机构，为流量入口
的个人、家庭用户提供便捷的线上缴费服务，提供包括欠费及余额查询、充值缴费、账单订阅、代扣开通、智能电管家等全
方位服务，并通过营销推广及运营提升C端流量入口的用户活跃度。随着家庭小型化的持续演进、智能表计的深入应用和移
动支付在公共服务缴费市场的渗透率提升，预计该业务将持续稳定增长。在巩固现有水、电、燃气等生活缴费业务的基础上，
公司正在将平台的能力向更多场景复制，和流量入口一起积极拓展充电、停车等业务新场景，并取得了快速增长。
互联网电视开放平台：公司与运营商中国移动、牌照方未来电视或地方广电形成了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
共同服务于互联网电视用户。公司作为技术服务提供商保障了业务规范、高效的运营和良好的用户体验，负责互联网电视平
台建设、系统维护、运营支撑、大数据分析、业务推广、售后及客服等保障家庭用户的正常收视，将丰富的互联网电视内容
流畅、稳定、高质量的呈现在家庭用户面前，并基于用户的活跃情况参与分成。
公司基于前述平台长期沉淀的B端服务和C端使用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精准算法，利用已有的平台入口，实现增值
服务和流量变现。公司在生活服务领域已经为众多公共服务机构和品牌商家提供专业的数字化营销运营服务，帮助其实现用
户转化、活跃用户增长、营销推广等业务目标；公司在互联网电视领域，与运营商、牌照方一起，为家庭用户提供基础收视
服务之外的付费影视、音乐、教育、医养等增值业务。流量增值服务基于运营效果，实现分成收入，既锻炼出一支深刻理解
行业发展趋势又精通互联网运营体系的专业团队，也形成了体系化的行业运营方法论及知识库，未来将进一步提高流量的利
用效率，拓展更多的机构和品牌商家服务。
3）智能终端业务：
智能终端业务主要包括互联网电视智能终端等产品。公司的互联网电视业务以“云”+“端”形式开展，终端产品为平台运
营业务早期的推广提供了重要的抓手，帮助平台运营完成最初的用户沉淀，随着平台业务的发展和终端市场生态的完善，目
前公司互联网电视业务运营支撑的5600多万在网用户大部分使用的是第三方终端产品。终端在集团业务收入中的占比逐年下
降，对整体毛利的贡献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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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3,386,979,761.83

2,968,330,140.42

14.10%

2,671,680,07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7,097,839.17

1,020,167,786.95

-30.69%

187,391,54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3,594,707.15

405,660,848.62

43.86%

110,179,897.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8,171,710.57

559,833,505.69

-30.66%

20,021,7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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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092

1.1870

-40.25%

0.26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048

1.1786

-40.20%

0.26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3%

31.16%

-17.03%

12.8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资产总额

7,738,673,953.42

5,925,670,115.77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30.60%

4,147,610,045.27

2018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535,383,023.37

4,639,018,773.41

19.32%

1,678,193,852.9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371,479,504.00

486,534,733.68

577,024,750.81

1,951,940,77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839,444.76

46,728,998.41

54,154,782.29

571,374,61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552,732.94

45,338,340.63

52,397,449.94

444,306,183.64

-415,604,147.92

33,285,015.16

187,751,255.91

582,739,587.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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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25,113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23,309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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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e Qi Capital
Limited

股东性质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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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0%

150,144,840

50,048,280

无锡朴华股权
境内非国有
投资合伙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12.38%

126,402,660

42,134,220 质押

上海云鑫创业 境内非国有
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

11.37%

116,099,800

38,699,933

上海云钜创业 境内非国有
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

6.22%

63,492,063

21,164,021

无锡群英股权
境内非国有
投资合伙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4.96%

50,640,120

16,880,040 质押

徐长军

境内自然人

3.75%

38,286,207

13,163,536

无锡杰华投资
境内非国有
合伙企业（有限
法人
合伙）

3.41%

34,849,126

11,616,375

数量

88,027,000

28,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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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曦杰智诚
境内非国有
投资合伙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3.35%

34,177,777

11,392,592

无锡易朴投资
境内非国有
合伙企业（有限
法人
合伙）

3.32%

33,872,619

11,290,873

罗惠玲

2.68%

27,403,253

境内自然人

9,134,418 质押

8,530,000

无锡朴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群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徐长军、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无锡杰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曦杰智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易朴投
动的说明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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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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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新科技集团聚力产业数字化，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构建数字生活场景平台，以B2B2C的业务模
式，深耕能源服务、生活服务、城市服务等领域，通过系统建设、平台运营、用户服务，助力产业创新和升级，创造并分享
新的价值。
报告期内，朗新科技集团实现营业收入33.87亿元，同比增长1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7亿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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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30.69%，下降系2019年净利润含因重大资产重组收购邦道科技产生的一次性投资收益4.99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84亿元，同比增长43.86%。
1、软件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能源行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电网在用电领域加大创新和投资力度。报告期
内，公司在电力用电服务领域核心系统、能源互联网应用、数字新基建等方面均取得较好发展，新签订单进一步增长。在用
电服务领域核心系统方面，朗新参与国网能源互联网营销服务系统（营销2.0）的规划、设计、研发和建设工作，取得良好
成果，采用了业务中台、数据中台等通用能力支撑国家电网新一代面向能源互联网时代的用电服务业务发展；在能源互联网
应用方面，朗新获得国网多省市电力采集主站系统市场和南网电动汽车运营平台的网级项目机会，公司正在从营销为主发展
到营销+采集双核心业务，并进入到电力增值服务和业务运营领域；在新基建方面，朗新协同多个省电力公司对下辖企业用
电量明细进行研判，为政府疫情防控提供数据支撑服务，支撑政府科学精准管控。报告期内，围绕生活服务的新场景，公司
在停车、出行、数字城市等领域，发挥平台产品和本地化服务优势，积极响应客户需求，构建新的服务场景，取得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朗新科技集团累计实现软件服务收入18.88亿元，同比增长34.02%，占集团营业总收入的比例为55.75%。其
中，能源互联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4.25亿元，同比增长约22.93%。
2、平台运营业务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线上服务越来越深入的得到普及。公司和流量入口一起构建的线上生活服务场景持续
发展，公司的数字生活场景平台交易量稳步增长，新场景不断突破，互联网电视开放平台在线用户活跃度持续提升。在国内
生活缴费业务的基础上，集团联手孟加拉bKash公司，已接入孟加拉国绝大多数头部公共事业机构，覆盖该国16%以上的人
口和30%的线上缴费业务。
公司的数字生活场景平台，2020年累计服务用户规模超3.3亿户，服务行业机构客户超5600家。其中，生活缴费业务2020
年累计服务用户数超过3亿户，日活跃用户数超过1000万户，连接的公共服务机构超过4800家，保持市场领先地位；2020年，
公司抓住新能源汽车和充电服务市场高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在聚合充电服务场景上取得突破，一方面通过互联互通技术聚合
充电桩网络，提高充电运营商的服务能力和利用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支付宝、高德地图等超级入口，为新能源车主提供距
离近、价格低、充电快、体验好的充电服务。截止2020年底，平台已累计接入全国充电运营商超220家、充电桩接入数量超
10万个，在深圳、广州、成都、西安、杭州、福州等城市完成了线上+线下的业务闭环运营实践，服务新能源充电车主数超
50万、聚合充电量超7000万度。公司运营互联网电视开放平台，截止到2020年底，服务的互联网电视在线用户数超过5,600
万家庭用户，日活用户数超过2,100万户，在中国移动互联网电视业务领域保持着市场领先优势。
报告期内，朗新科技集团累计实现平台运营收入8.25亿元，同比增长约43.33%，占集团营业总收入的比例达到24.36%。
3、智能终端业务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电信运营商新增互联网电视用户终端安装需求减少，从而导致智能终端收入与去年同期
相比出现下降。同时，由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终端毛利率也出现明显下降。随着新冠疫情影响减弱，运营商业务恢复发展，
用户对智能终端的需求正逐步释放。
报告期内，朗新科技集团累计实现智能终端销售收入5.51亿元，占集团营业总收入的比例为16.26%。
4、研发能力和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
公司研发体系完备，通过软件能力成熟度集成（CMMI）5级认证，拥有超600项自主研发的技术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报告期内，公司入选国家2020年度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竞争力百强企业、2020中国新经济企业500强、无锡城市互联网超级
APP获评江苏省2020年大数据优秀典型应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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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平台运营

825,022,376.63

264,721,903.62

67.91%

43.33%

29.86%

3.32%

软件服务

1,888,288,911.20

948,700,950.82

49.76%

34.02%

41.74%

-2.73%

智能终端

550,728,765.20

528,712,918.72

4.00%

-37.88%

-24.26%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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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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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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 归属 于上 市公 司普 通股 股东 的净 利润 为 707,097,839.17 元， 前三 季度归 属于 上市 公司 普通 股股 东的 净利 润为
135,723,225.46元，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571,374,613.71元，较前三季度增幅达4.2倍，主要是公司
电力能源业务合同集中在第四季度签署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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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 2020年4月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具体内容详见以下说
——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明
本集团已采用上述准则和通知编制2020年度财务报表，对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集团及本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集团及本公司对于首次执
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
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9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未重列。
(a) 收入
(i)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集团及本公司满足一段时间内 存货
确认收入的定制软件服务按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对报表
合同资产
科目累计影响。
应交税费

2020年1月1日影响金额
-48,005,749.67
63,535,020.09
4,928,996.39

应付账款

-

盈余公积

957,329.38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东权益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集团及本公司将与提供软件服 合同资产
务等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应收账款重分类至
应收账款

9,716,915.92
-73,971.27
263,426,488.48
-263,426,48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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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资产，将与提供软件服务等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 合同负债
类至合同负债。
预收款项
(ii)

107,438,232.54
-114,194,840.59

对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集团及本公司满足一段时间内 存货
确认收入的定制软件服务按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对报表 合同资产
科目累计影响。
应交税费

2020年1月1日影响金额
-44,121,393.88
60,950,439.55
4,507,272.90

应付账款

2,748,479.00

盈余公积

957,329.38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东权益

8,615,964.39
-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集团及本公司将与提供软件服 合同资产
务等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应收账款重分类至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将与提供软件服务等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
合同负债
类至合同负债。

-183,187,515.94

预收款项

-74,240,941.20

183,187,515.94

69,781,432.19

(b) 财政部于2020年颁布了《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20]10号），对于由
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和出租人达成的且仅针对2021年6月30日之前的租金减免，本集团及本公司在编制2020年度财务报
表时，均已采用上述通知中的简化方法进行处理，相关金额影响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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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二节附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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