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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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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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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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交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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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2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军红

王凤琴

办公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港窑路 5 号

湖北省宜昌市港窑路 5 号

电话

0717-6451437

0717-6451437

电子信箱

hjh@ycjyjt.com

wfq@ycjyj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综合交通服务、旅游综合服务、商贸物流服务、土地一级开发等业务。
1. 综合交通服务业务
公司综合交通服务主要包括旅客出行服务、乘用车4S服务、车辆延伸服务。
（1）旅客出行服务
公司旅客出行服务业务涵盖了道路班线客运、汽车客运站站务服务、出租车客运，公司是中国道路客
运一级企业，已连续16年入选中国道路运输百强诚信企业，2020年公司位列中国道路运输百强诚信企业第
13位。
道路班线客运经营业务是指公司的营运客车在获得交通主管部门核定的客运线路经营权后，按照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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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路、时间、站点、班次，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具有商业性质的道路客运活动，包括直达班线客运和
普通班线客运。加班车客运是班线客运的一种补充形式，在客运班车不能满足需要时，临时增加或者调配
客车按客运班车的线路、站点运行的方式。班线客运根据线路不同采用公车经营与责任经营并行的经营模
式。公司已开行宜昌和荆州区域10条城际公交，实现了市域城际公交网络的构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道
路班线客运车辆836台，其中公车经营566台，责任经营车辆270台。
客运站经营是公司客运经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开展道路、水路客运业务经营的支点和依托。
公司的客运站务经营除为公司所属的营运车辆提供站务服务外，也同时面向具有道路运输经营权的其他企
业，为其所属营运车辆提供客运代理、安检服务、清洁清洗、停车服务、进站服务等各类站务服务，并根
据物价主管部门的核定，收取相关费用，确认为站务收入。公司所属三级以上客运站11座，其中一级站2
座，二级站3座。
出租车客运业务是指公司在获得交通主管部门的出租车运输经营许可权后，依法经营的出租车业务，
目前公司开展出租车运营业务因经营权和所有权“两权分离”的历史原因，采取承包经营为主，公车经营为
辅的经营模式。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出租车运营业务中承包经营车辆547台，公车经营15台。
（2）乘用车4S服务
公司作为区域性的汽车经销商，在宜昌及恩施地区开展授权汽车品牌的4S服务（集整车销售（Sale）、
零配件（Sparepart）、售后服务（Service）、信息反馈（Survey）四位一体的汽车销售）。公司为宜昌及
恩施地区主要的汽车经销商之一，报告期内汽车经销及维修业务作为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为公司提供了
重要的收入来源。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经营门店13家，其中宜昌7家，恩施6家，经营包括东风日产、
上汽大众、上汽斯柯达、东风标致、东风启辰、上汽荣威等汽车品牌。
（3）车辆延伸服务
公司车辆延伸服务，是除乘用车4S服务之外，利用公司加油站、检测站、驾培学校、汽车后市场等资
源，开展的车辆加油加气充电、机动车安全及环保检测、机动车驾驶培训、汽车后市场多元服务等与车辆
相关的各项延伸服务业务。
2. 旅游综合服务业务
旅游综合服务业务是指以旅游资源为基础、以旅游设施为依托，向旅游者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
饮、购物、文娱等服务的综合性行业。旅游综合服务业主要经济活动领域包括餐饮、酒店、旅游交通、观
光游览、休闲度假、旅游购物、旅行社等。公司旅游综合服务业务主要包括旅游交通服务、观光游轮服务、
旅游港口服务、旅行社业务及旅游景区运营。旅游产业是公司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当前产业发展渐趋成
熟，要素配套不断健全，已经具备一定综合服务能力。
（1）旅游交通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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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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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338,831.96

472,018,754.17

609,623,943.13

582,214,62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900,460.30

6,417,050.96

36,862,863.41

41,912,45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453,039.18

3,605,700.90

34,794,996.37

14,370,891.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650,606.37

85,566,410.68

-160,333,267.47

30,103,6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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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8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9,877
优先股股东
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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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26.86%

152,497,377

湖北省鄂旅投创业投资有限
国有法人
责任公司

4.81%

27,297,102

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2.63%

14,919,979

宜昌高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3%

14,919,978

宜昌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2.63%

14,919,977

云基地投资发展（北京）有
限公司－云基地长河定增一
号私募基金

2.47%

14,016,307

宜昌道行文旅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7%

11,198,000

11,198,000

宜昌交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1%

10,834,596

10,834,596

裴道兵

境内自然人

1.89%

10,758,863

10,758,863 质押

#赵学文

境内自然人

1.87%

10,641,3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数量

1,075,886

0

上述股东中交旅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宜昌交旅的全资子公司，道行文旅为交旅
投资的全资子公司。宜昌交旅、宜昌国投、宜昌高投、宜昌城投同受宜昌市国
资委控制，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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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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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
19 宜运 01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代码

112977.SZ

发行日

到期日

2019 年 09 月 24 日 2024 年 09 月 26 日

债券余额（万元）

20,000

利率

5.2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一）2013年首评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13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信用等级为A-1。
（二）2014年跟踪评级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信用等级为A-1。
（三）2015年跟踪评级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信用等级为A-1。
（四）2019年跟踪评级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的“19宜运01”债券信用等级为AA。
公司2019年评级情况较以前年度有所变化，主体评级由A+提升至AA，主要是由于多年来公司通过内
生增长及外部资源整合，不断精细优化业务布局，增强盈利能力及营运能力。
公司于2017年10月完成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得资金净额98,458.84万元，充实公司资本，优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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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亦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公司2018年度财务数据较之于2015年度在资本结构偿
债能力、盈利能力收益质量及营运能力等诸多相关指标皆呈现了较为显著的增长。
（五）2020年跟踪评级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的“19宜运01”债券信用等级为A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6.78%

44.69%

2.09%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7.70%

25.51%

-7.81%

4.22

5.6

-24.64%

利息保障倍数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公司各项主营业务尤其是道路客运板块和旅游综合服务板块，均受到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
公司一方面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抓好疫后重振及疫情防控；另一方面认真研究市场变
化，主动谋划旅游综合服务产业项目布局，稳步拓展综合交通服务产业链，不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为企
业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公司连续16年入围的“中国道路运输百强诚信企业”，2020年排名第13位，报告期内荣获“2020年湖北省
工人先锋号”，顺利通过“2017-2019年度”省文明单位复核。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5,019.62万元，同比下降11.87%；利润总额9,534.70万元，同比下降
42.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29.19万元，同比下降58.04%。
（一）生产经营情况
1. 综合交通服务
（1）旅客出行服务及车辆延伸服务
在需求不断萎缩，疫情对客流产生不利影响的市场态势下，公司道路客运产业2020年经营业绩首次出
现亏损。面对困境，公司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全力开源节流，同时依托自身主业资源优势，不断拓展和延
伸综合交通服务产业链，主动应对新形势下的各种压力和挑战。
①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报告期内，公司坚持防控与治理并行，通过站场消杀、实名制管理、设置
隔离区、一线岗位人员月度核酸检测等方式，确保整体防疫形势平稳；全面开展风险源辨识、风险等级评
估，强化隐患排查和风险防控工作；持续推进科技兴安、系统集成及安管团队业务能力的培养，整体提升
公司安全管控能力。
②着力夯实主营业务基石。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有序恢复与调整升级同步推进，一是抢抓年初复工返
岗市场机遇，开展“点对点”包车业务，逐步推进客运班线复班；二是对公营班线及时调整、科学调度，积
极关注并回应市场需求，新增周边客运班线和校园直通车业务，开通宜昌至五峰城际快车；三是根据区域
政策环境和企业实际情况取舍进退，有效缓解企业经营压力；四是创新驱动，围绕特殊时期旅客出行需要，
大力推进智慧客运建设。
③多元布局厚植发展沃土。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守正与创新统一，认真落实国家减免政策，发挥国有
企业担当，并通过推进物业管理集约化、规范化，努力稳定物业租赁收入；在合资公司中油交运稳定经营
的基础上，逐步拓展能源服务业务；根据机动车检测业务市场需求现状及政策变化趋势，进一步拓展机动
车检测业务规模；通过充分市场研判，探索开展驾培驾考业务。
④依托多方力量共克时艰。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借力与借势并重，根据疫情影响下各项惠企方针及行
业扶持政策的出台，积极向相关部门争取并落实税费减免、地方性经营专项补贴和行业对口补贴，同时主
动与合作单位沟通争取费用减免，缓解成本压力。
（2）乘用车4S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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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和车市寒冬带来的双重压力，公司充分研判市场走势，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积极适应经济
社会和市场的调整变化，实现了整车销售同比下滑幅度的持续收窄和盈利能力的快速恢复。
①多措并举，提升内部管理水平。通过建立科学的经营管理质量指标分析体系、重塑新形势下以用户
为核心的高效运行营销体系、优化完善内部管控体系等措施，提升整体管理水平，实现降本增效。
②整合升级，推动营销多元联动。通过各品牌营销整合、针对性开展线上营销活动、借力媒体资源等
方式，持续激发消费热情，增加保有客户粘性。
③挖潜增效，对冲市场挑战。通过提供专业专注的服务、拓宽增值业务渠道、强化续保管理工作等方
式，不断提升增值业务产值。
2. 旅游综合服务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困境，公司旅游产业发展坚持疫情防控、疫后重振两手抓，以“两坝一峡”游
船资源整合为契机，聚焦内河游轮旅游，充分发挥资源集约优势，加大区域合作发展力度，在确保疫情防
控到位的前提下，努力推动旅游产业平稳恢复。报告期内，“交运*两坝一峡”接待游客31.4万人次，同比减
少68.77%；“交运*长江夜游”接待约8.11万人次，同比减少53.49%；“交运*景区直通车”接待约3.10万人次，
同比下降79.30%。
（1）落实联防联控彰显企业魄力。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严格落实联防联控措施，做好经营场所的
消杀和员工健康状态的实时监控，充分利用场地和设施加强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力度，另一方面，结合自
身产业特点和企业实际，积极投身于疫情防控期间的运输保障工作。
（2）灵活营销布局激发品牌活力。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营销自救，一是针对旅行社同业渠道制
定各类鼓励政策，主动对接特定客户群体，开展各类营销活动，努力提升复工复产后旅游产品客流；二是
通过组织营销人员对旅游目的地考察学习，联系自驾客源车友会等组织，探索自驾游体系建设思路；三是
加大周边省市的推广力度，提高区域市场揽客效果，充分放大惠游湖北政策优势；四是与湖南卫视《中餐
厅》节目组签约租赁游船拍摄，并于节目播出进行联动宣传，提升游船品牌影响力；五是以资源优势拓展
研学业务，以区位优势带动流量转化，以品牌优势加大宣传推广，通过内部联动实现产品之间的引流扩容。
（3）深耕主营业务壮大综合实力。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全维度拓展旅游运输发展空间，全流程完善
旅游服务配套功能。一是主动出击促成合作，与灯影峡公司合资组建专线船公司，为三峡环坝集团所属以
三峡人家为核心的景区提供水上交通服务，与九海旅游合资组建盛景游轮公司，经营茅坪、太平溪—巴东
航线内河旅客运输，
进一步夯实“两坝一峡”游船资源整合成效；二是推动水陆旅游公交化，完善游客进入“两
坝一峡”的综合旅游交通服务体系；三是深耕政企学校用车，整合提升收益能力；四是通过港口配套、游
船、景区以及旅游服务系统的全面提档升级。
（4）聚焦模式输出深挖发展潜力。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加强游轮产业的运营管理、技术管理、项
目管理的专业化水平，为游轮产业可持续和规模化发展夯实基础，另一方面深度挖潜城市滨江游观光市场，
推动交运旅游产业提质增效，实现以交运游轮运营管理模式输出为核心的游轮产业跨区域发展。
（5）加强内部建设凝聚向心合力。报告期内，公司全方位强化开源节流，降低经营成本压力，一是
整体营造厉行节约、勤俭办公、共度难关的工作氛围，二是根据市场恢复情况及时调整薪酬方案，三是积
极争取社保缴费减免、财税减免、职工培训补贴等各方面扶持政策。同时，多角度强化安全管控，防患于
未然，一是全面梳理，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二是因势利导，结合时令特点及各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重点
开展安全专项活动，三是迅捷高效，根据行业属性加强对自然灾害、车辆行驶安全和职工心理健康的关注
和预警。
3. 商贸物流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物流发展事业部积极应对疫情冲击和市场挑战，取得了招商运营卓有成效的新局面，
探索了钢铁物流协同发展的新路径。报告期内，顺利完成了天元物流国家AAAA物流企业复核评审、湖北
省重点物流企业复核认定、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一系列荣誉资质的申报，企业行业地位稳步提升。
（1）项目建设保质保量。2020年是宜昌东站物流中心项目建设的收尾之年，公司复工伊始，在强化
质量管控和责任意识前提下，不断追赶进度，实现了公铁联运港5#、8#仓库的提前投产，宜昌东站物流中
心项目当期建设顺利完成。
（2）招商运营逆势前行。报告期内，面对疫情冲击、行业低迷、市场竞争等诸多不利因素叠加，公
司采取多项措施，保障招商工作的稳步推进。一是根据不同行业对物业形态的实际需求和租赁价格的接受
程度，调整招商策略；二是通过开展自媒体营销、举办车展等方式，进一步提升项目的社会知名度；三是
在严格执行房屋租金“三免六减半”政策的同时，维护合法租赁收益，保障园区稳健的发展态势；四是优化
内部管理，降低运营风险，提升园区运营的专业化、规范化、品质化、智能化水平。截至报告期末，天元
国际汽车物流城A区出租率达69.70%；天元国际汽车物流城B区出租率达71.93%；公铁联运港整体出租率

7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三、商贸物流服务

434,502,063.62

29,269,820.36

6.74%

21.30%

-54.44%

-11.20%

1.供应链管理

375,744,944.42

11,180,280.96

2.98%

35.69%

13.20%

-0.59%

53,503,794.21

17,094,064.58

31.95%

-27.23%

-67.60%

-39.81%

5,253,324.99

995,474.82

18.95%

-32.33%

-38.10%

-1.77%

四、土地一级开发

125,807,377.27

125,807,377.27

100.00%

487.24%

487.24%

0.00%

内部交易抵消

-55,046,791.14

0.00

0.00%

0.00%

0.00%

0.00%

2.物业租赁及物业
服务
3.商超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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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前一报告期相比，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1.87%；营业成本同比下降8.11%；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2.24%。
利润总额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2020年受疫情影响，公司道路客运业务、旅游服务业务业绩受挫
严重，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本报告期公司土地一级开发业务取得重大进展，确认自有资金收益、
固定收益和增值收益合计12,580万元，对公司业绩有较大的正面作用，但仍然无法完全弥补疫情对公司业
绩的负面影响。公司本报告期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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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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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
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
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收入准则规定，公司
于 2020 年 1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
溯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
与新收入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

董事会

1）2020年1月1日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的影响如下：
合并报表：预收账款减少87,494,543.89元，合同负债增加
78,927,846.88元，其他流动负债增加8,566,697.01元。
母公司报表：预收账款减少695,018.50元，合同负债增加655,677.83
元，其他流动负债增加39,340.67元。
2）2020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影响如下：
合并报表：预收账款减少63,154,929.11元，合同负债增加
57,104,629.16元，其他流动负债增加6,050,299.95；
母公司：无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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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财会〔2019〕21号，以下简称“解释
第13号”），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13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
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解释第13号也明
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
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13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选择，
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解释第13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13号未对本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2019年12月16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号），适用
于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排放单位中的相关企业（以
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该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重点排放企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该规定。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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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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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号），
自2020年6月19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2020年1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进行调整。
按照该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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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对于属于该规定适用范围的租金减让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2020年1月1日
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作为承租人采用简化方法处理相关租金减让冲减本期营业成本、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合计人民
币119.92万元。
本公司作为出租人采用简化方法处理相关租金减让冲减本期营业收入人民币3,028.28万元。
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3. 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调整数
项目

预收款项

上年年末余额

118,338,982.19

合同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2,921,400.00

年初余额

重新计
量

重分类

合计

30,844,438.30

-87,494,543.89

-87,494,543.89

78,927,846.88

78,927,846.88

78,927,846.88

21,488,097.01

8,566,697.01

8,566,697.01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调整数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27,422,755.31

26,727,736.81

-695,018.50

-695,018.50

合同负债

655,677.83

655,677.83

655,677.83

其他流动负债

39,340.67

39,340.67

39,340.67

预收款项

重分类

重新计量

合计

10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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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设子公司
（1）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组建新公司并
收购游船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湖北九海旅游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宜昌交运盛景游轮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双方均以自有资金出资，宜昌交运出资额为510万元，出资比例51%，
九海旅游出资额为490万元，出资比例49%。
（2）公司于2020年8月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机构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设立全资子公司宜昌交运集团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开展小
型汽车及小型自动挡汽车的驾驶员培训业务。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持股比例为100%。
（3）公司于2020年6月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机动车综合检
测站的议案》，同意公司利用自有土地，设立全资子公司宜昌启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宜昌恒运伍家机
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和宜昌夷陵鸿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开展机动车综合检测及相关业务。
（4）公司于2020年12月1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组建
三峡人家景区专线船公司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宜昌交运长江游轮有限公司与宜昌灯影峡船务有限公
司合资组建宜昌交运三峡人家专线船有限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长江游轮出资550
万元，出资比例为55%；灯影峡公司出资450万元，出资比例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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