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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 2021年年度报告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扬州城控”

或者“发行人”）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披露了《扬

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年度报告》（以下

简称“公司债券 2021 年年度报告”）。经发行人核查，公司债券 2021 年年度

报告部分信息披露内容有误，现对公司债券 2021 年年度报告修正如下： 

1、“第三节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之“四、资产情况”之“（一）资产变

动情况” 

更正前： 

单位：亿元 

资产项目 本期末余额 
占本期末资产总

额的比例（%） 
上期末余额 

变动比例

（%） 

应收账款 73.61 4.36 48.42 52.04 

截至 2021 年末，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长 52.04%主要系新增应收扬州恒盛城镇建设有限

公司、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等工程款所致； 

 

更正后： 

单位：亿元 

资产项目 本期末余额 
占本期末资产总

额的比例（%） 
上期末余额 

变动比例

（%） 

应收账款 74.50 4.42 48.42 53.86 

截至 2021 年末，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长 53.86%主要系新增应收扬州恒盛城镇建设有限



公司、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等工程款所致； 

2、“第三节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之“六、利润及其他损益来源情况” 

之“（一）基本情况” 

更正前： 

报告期利润总额：16.83 亿元 

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总额：13.73 亿元 

单位：万元  

科目 金额 形成原因 
属于非经常性损

益的金额 
可持续性 

信用减值损失 -24,408.57 坏账损失转回 -24,408.57 不可持续 

 

更正后： 

报告期利润总额：14.87 亿元 

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总额：11.76 亿元 

单位： 万元 

科目 金额 形成原因 
属于非经常性损

益的金额 
可持续性 

信用减值损失 -44,057.76 坏账损失转回 -44,057.76 不可持续 

3、“第三节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之“六、利润及其他损益来源情况” 

之“（二）投资状况分析” 

更正前： 

单位：亿元 

公司名称 

是否发

行人子

公司 

持股比例 业务性质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

收入 

主营业

务利润 

扬州建工

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是 100.00 建筑施工 325.55 69.00 187.27 19.12 

更正后： 

单位：亿元 

公司名称 

是否发

行人子

公司 

持股比例 业务性质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

收入 

主营业

务利润 

扬州建工

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是 100.00 建筑施工 324.07 67.52 187.27 19.12 



4、“第三节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之“六、利润及其他损益来源情况” 

之“（三）净利润与经营性净现金流差异” 

更正前： 

2021 年度净利润 12.26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40.67 亿元产生重大差异主要

系往来款和代垫工程款较多导致，未影响利润。 

更正后： 

2021 年度净利润 10.79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40.67 亿元产生重大差异主要

系往来款和代垫工程款较多导致，未影响利润。 

 

5、“第六节 备查文件目录”之“附件一：发行人财务报表”之“合并资

产负债表”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应收票据 586,337,767.10 837,264,692.22 

应收账款 7,361,139,660.67 4,841,502,886.82 

流动资产合计 108,209,847,746.13 96,055,413,124.98 

递延所得税资产 238,499,573.55 185,928,163.91 

非流动资产合计 60,459,371,787.09 56,280,615,090.04 

资产总计 168,669,219,533.22 152,336,028,215.02 

未分配利润 6,261,219,282.23 5,864,403,332.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合计 

49,511,028,414.87 49,218,203,933.61 

少数股东权益 7,602,281,830.92 5,351,153,697.3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57,113,310,245.79 54,569,357,630.9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68,669,219,533.22 152,336,028,215.02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应收票据 300,883,760.27 837,264,692.22 

应收账款 7,450,101,779.41 4,841,502,886.82 

流动资产合计 108,013,355,858.04 96,055,413,124.98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7,622,545.57 185,928,163.91 

非流动资产合计 60,508,494,759.11 56,280,615,090.04 

资产总计 168,521,850,617.15 152,336,028,215.02 

未分配利润 6,190,246,412.25 5,864,403,332.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49,440,055,544.89 49,218,203,933.61 



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7,525,885,784.83 5,351,153,697.3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56,965,941,329.72 54,569,357,630.9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68,521,850,617.15 152,336,028,215.02 

 

6、“第六节 备查文件目录”之“附件一：发行人财务报表”之“合并利

润表”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年度 2020年年度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44,085,690.03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679,092,827.99 1,422,614,579.1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683,427,632.18 1,462,909,019.70 

减：所得税费用 457,174,961.20 409,884,785.7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226,252,670.98 1,053,024,233.98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1,226,252,670.98 1,053,024,233.98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523,252,178.83 642,084,662.00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703,000,492.15 410,939,571.98 

七、综合收益总额 1,112,313,225.31 920,357,060.36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

额 

411,218,707.83 509,417,488.38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701,094,517.48 410,939,571.98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年度 2020年年度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440,577,578.12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482,600,939.90 1,422,614,579.1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486,935,744.09 1,462,909,019.70 

减：所得税费用 408,051,989.18 409,884,785.7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078,883,754.91 1,053,024,233.98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1,078,883,754.91 1,053,024,233.98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452,279,308.85 642,084,662.00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626,604,446.06 410,939,571.98 

七、综合收益总额 964,944,309.24 920,357,060.36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 340,245,837.85 509,417,488.38 



额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624,698,471.39 410,939,571.98 

除上述内容更正以外，发行人公司债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更正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发行人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