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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1 年年
度报告已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根
据监管要求，同时经公司对年度报告自查后，现对有关事项补充、更正披露如下：
一、第九节 “债券相关情况”/五、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亏损超过上年
末净资产 10%
更正前：五、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亏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10%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名称

亏损情况

亏损原因

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偿债能
力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凯撒同盛
公司将在现有主业基础
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出
上，将积极寻求企业多元
资 2 亿元投资天津亿利金
化发展的机会，公司目前
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占比
正在探索目的地、新零售
19.61%；2021 年受新冠肺
等创新业务，努力提高盈
炎持续和反复影响，旅游及
减少公司 2021 年
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天津亿利金威旅游
景区行业恢复不达预期，整
度净利润 10,000
战略目标。同时保持与金
开发有限公司
体经营压力较大，基于谨慎
万元
融机构的合作关系，积极
性原则，公司将亿利金威股
沟通交流，密切关注时事
权的公允价值确认为
政策，争取降低公司借贷
10,000 万元，该项投资账
成本，积极寻求外部资金
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的差异
支持，以补充企业持续性
10,000 万元计入其他综合
及经营性资金
收益
更正原因：凯撒同盛旅行社对亿利金威不构成实际控制，且对生产经营决策
不能产生重大影响，在初始确认时，凯撒同盛旅行社将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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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实际出资额计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计入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因而，年报中“账面价值及公允价值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导致净利润减少 1 亿
元”的填写有误，需修改为“因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导致净资产减少 1
亿元”。
更正后：五、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亏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10%
√ 适用 □ 不适用
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偿
债能力的影响
公司将在现有主业基
公司全资子公司凯撒同盛
础上，将积极寻求企业
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多元化发展的机会，公
出资 2 亿元投资天津亿利
司目前正在探索目的
金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地、新零售等创新业
占比 19.61%；2021 年受新
务，努力提高盈利能
冠肺炎持续和反复影响，
减少公司 2021 年度
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战
天津亿利金威旅游
旅游及景区行业恢复不达
归母净资产 10,000 万
略目标。同时保持与金
开发有限公司
预期，整体经营压力较大，
元
融机构的合作关系，积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
极沟通交流，密切关注
亿利金威股权的公允价值
时事政策，争取降低公
确认为 10,000 万元，该项
司借贷成本，积极寻求
投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
外部资金支持，以补充
的差异 10,000 万元计入其
企业持续性及经营性
他综合收益
资金
项目名称

亏损情况

亏损原因

二、第十节 “财务报告”/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5、关联交易情况
补充前：（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 机票采购、班
公司
车租赁费
深圳市活力旅行社有限
机票采购
公司
活力凯撒商务旅行（三 机票采购

本期发生额

获批的交易额度

23,471,294.78

153,621,000.00

17,703,344.11
17,101,495.15

是否超过交易
额度

上期发生额
77,911,422.59

亚）有限公司（注）
盈信世嘉网络技术有限 采购技术服
公司
务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机票采购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
水电费用
责任公司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 油料水电、通
责任公司
行证费用等

11,277,120.23

25,949,710.00

7,961,315.32

87,960.00

3,007,793.57

2,630,905.42

2,729,035.28

1,979,388.07

2,207,229.18

6,751,488.10

1,986,003.17

78,666.67

地接采购

1,498,175.81

1,573,862.82

机票采购

1,047,248.39

6,132,494.19

营销服务

1,008,811.31

南京途牛科技有限公司 旅游服务
大新华（北京）会展控股 会议采购、利
有限公司
息费用
深圳马可孛罗科技有限
公司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华盛世嘉整合营销
顾问有限公司

海南物管集团股份有限
物业服务费
公司
桂林航空有限公司
机票采购
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868,713.46

1,256,931.98

618,608.49

5,977,090.66

机票采购

北京贝佳途旅行社有限
地接采购
公司
重庆大新华运通国际旅
地接采购
行社有限公司
大新华运通国际旅行社
地接采购
有限公司
其他金额小于 100 万元
地接采购等
单位
合计

15,473,667.98
10,290,317.00
2,314,890.00
1,099,672.34
2,687,526.90

3,758,388.07

95,173,715.15

163,266,855.89

补充后：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关联方
北京真享旅行社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美乐亿路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
北京贝佳途旅行社有限
公司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关联交易内
容

本期发生额

地接采购

92,007,820.58

地接采购

544,514,000.00

地接采购

389,309,119.68

保险采购

540,842.66

获批的交易额度
300,000.00

是否超过交易额
度

上期发生额

是

7,084,789.66

是

356,699,000.00

10,000,000.00

是

143,075,406.46

280,000.00

是

269,356.62

公司
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
水电费
公司
海南凯撒世嘉旅文发展
其他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T 服务费
海南百成信息系统有限
IT 服务费
公司

365,640.05

360,000.00

是

136,345.47

是

17,786.01

是

1,571.70

是

243,416.63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 机票采购、班
公司
车租赁费

23,471,294.78

153,621,000.00

否

深圳市活力旅行社有限
机票采购
公司

17,703,344.11

100,000,000.00

否

17,101,495.15

20,150,000.00

否

11,277,120.23

35,000,000.00

否

25,949,710.00

7,961,315.32

9,000,000.00

否

87,960.00

3,007,793.57

3,200,000.00

否

2,630,905.42

2,729,035.28

2,950,000.00

否

1,979,388.07

2,207,229.18

25,500,000.00

否

6,751,488.10

1,986,003.17

5,800,000.00

否

78,666.67

1,498,175.81

50,000,000.00

否

1,573,862.82

1,047,248.39

15,600,000.00

否

6,132,494.19

1,008,811.31

6,500,000.00

否

3,112,662.96

46,306,650.21

否

活力凯撒商务旅行（三
机票采购
亚）有限公司（注）
盈信世嘉网络技术有限 采购技术服
公司
务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机票采购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
水电费用
责任公司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 油料水电、通
责任公司
行证费用等
南京途牛科技有限公司 旅游服务
大新华（北京）会展控股 会议采购、利
有限公司
息费用
深圳马可孛罗科技有限
地接采购
公司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机票采购
北京华盛世嘉整合营销
营销服务
顾问有限公司
其他金额小于 100 万元
单位
无实际发生额其他关联
方
合计

77,911,422.59

26,800,104.93
2,567,762.85

1,121,004,655.41 484,567,650.21

659,835,735.01

本次年报补充、更正内容不涉及 2021 年度财务报表科目的调整，不需要修
正年度财务报表数据，因此对年度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意见无影响，公司董事会
就上述报告的更正对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