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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自然年度及当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及未确认融资费用，不调整可

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

比期间信息。

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3、独立性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公司于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按照新租赁准则衔接规定，公司根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拟签字注册会计师不存在违反

2020年3月31日

据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累计影响数， 调整2021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流动负债：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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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此项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

短期借款

274,049,253.72

273,639,253.72

4、审计收费

度的追溯调整， 不会对公司2020年度及以前的财务报告产生影响。 公司将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

-

应付票据

-

-

本期年报审计收费130万元，与上期年报审计收费相同；

2021 年严格按照新准则核算租赁事项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相关信息。

应付账款

1,147,018,146.08

1,346,062,785.74

预收款项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期内控审计收费60万元，上期无内控审计报告（两年出具一次）。

2021年1月26日，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紧急会议在公司总部第二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敬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1,179,818,792.79

应付职工薪酬

36,432,522.33

应交税费

16,237,255.54

11,161,600.49

344,443,284.74

362,472,483.88

其他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月25日通过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
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其中：通讯方式出席监事2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1,153,465,121.17

合同负债

公司原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2020年年度财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要求。新会计政策的执行可以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公司于2020年5月13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议通过了相关议案，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0年4月
22日披露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表决程序及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

其他流动负债

42,164,852.19

39,220,593.60

流动负债合计

3,040,164,107.39

3,225,238,547.09

长期借款

-

-

应付债券

-

-

长期应付款

-

非流动负债：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六、备查文件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为公司提供了3年的审计服务，2019

39,216,708.49

-

-

-

预计负债

23,802,483.11

32,744,110.44

37,970,132.45

39,501,641.78

（一）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年年度审计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不存在已委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递延收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部分审计工作后解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61,772,615.56

72,245,752.22

3,101,936,722.95

3,297,484,299.31

监事会同意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原因

递延所得税负债

意见；

则第14号一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的

2021年1月14日，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主

要求对《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财务报告相关数据进行调整，其他定期报告不需

动请辞， 给公司发来 《关于辞任人人乐2020年报审计工作的函》（信会师函字

-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3、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股本

特此公告。

资本公积

440,000,000.00

440,000,000.00

2,435,898,081.65

2,435,898,081.65

减：库存股

要调整。

【2021】第ZI006号），函件说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因审计任务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同日披露的《关于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繁重及人员变动，经审慎检视人员和时间安排，预计无法完成审计工作，请公司

董

另行安排审计机构实施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

事

会

2021年1月28日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三）上市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监事会同意改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

普通合伙）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沟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1153号-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的有关规定，双方将积极做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同日披露的《关于变

好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相关沟通及配合工作。

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1,765,376.06

-

-

盈余公积

174,952,975.95

174,952,975.9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赁》（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的要求自2021年1月1日起
执行“新租赁准则”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同日披露的《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

-

-1,576,907,575.93

-1,599,391,510.53

1,457,298,507.39

1,449,694,171.01

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
相关披露》（2020年修订）相关规定和要求，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拟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具

年1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请辞的公告》之后，按照有关规

体情况如下：

定及流程，启动了新会计师事务所的选聘工作，通过对参选的各会计师事务所进

一、前期差错更正的原因

行初选、沟通、考察，对各家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况、独立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

等情况进行了严格的审查，经2021年1月25日审计委员会会议表决选择中审亚太

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则” ）于2020年1月1日起实施，前期对零售企业联营模式使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

1、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确认收入存在不同理解。根据近期中国证监会出台《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会计类

证券简称：ST人乐

事

第1号》对零售企业联营模式使用净额法确认收入出具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0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

年一季报、半年报、三季报进行自查，经核查确定：2020年一季报财务报告相关数

会

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

2021年1月28日

能够满足公司2020年度相关审计工作的要求， 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不

二、前期差错更正的内容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对2020年一季度财务报告会计差错更正主要内容是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要求

公告编号：2021-010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改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

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近期，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因审计

将联营模式的收入按照净额法进行确认，同时，将符合合同负债确认条件的预收
账款重新分类确认为合同负债。

辞，公司拟聘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

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调整前

调整后

2,116,797,583.04

1,723,677,590.19

-393,119,992.85

2,096,463,422.93

1,703,343,430.08

-393,119,992.85

1,627,769,099.91

1,234,649,107.06

-393,119,992.85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4、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5、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
和联系方式，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

上年度末合伙人数量：38人

方式

调整后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最近一年审计业务收入（经审计）：31,830.03万元

事

最近一年证券业务收入（经审计）：8,897.11万元

9,428,020.48

9,428,020.48

1、2021年1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以9票同意，0票

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3、独立董事意见：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一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19号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次的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房地产业

房地产业

采矿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L7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

D4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证券简称：ST人乐

公告编号：2021-011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相关更正及追溯调整有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 可以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 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 我们同意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相关财务报表项目数据进行追
溯调整。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年度挂牌公司审计客户前五大主要行业：
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I6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F51

批发和零售业

批发业

L7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

M74；M7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专业技术服务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上年度上市公司审计收费：1,223.00万元
上年度挂牌公司审计收费：2,916.95万元
上年度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0家
上年度本公司同行业挂牌公司审计客户家数：12家
职业风险基金上年度年末数：5,526.64万元
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5,000万元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职业风险基金的计提及职业保险
的购买能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
当年）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无。
3、诚信记录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
当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监督管理措施4次、自律监管
措施0次和纪律处分0次。4名从业人员近三年 （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
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监督管理措施4次和自律监管措施0
次。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徐志强：于2008年4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8年
12月开始在本所执业、2008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业务；近三年签
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2份、签署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报告30份。2019年开始，成为
事务所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
签字注册会计师邬家军：于2016年10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6年10月开始在
本所执业、2016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业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1份、签署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报告15份；2016年开始，作为本公司项目
签字注册会计师。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崔江涛：于2002年11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3年11月开
始在本所执业、200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业务、2012年开始从事
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质量控制复核工作； 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0份、签
署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报告0份，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5份、复核新三板挂牌公
司审计报告26份；2021年开始，作为本公司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

1,445,236.22

流动资产合计

1,632,262,612.93

1,591,799,120.63

非流动资产：
-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01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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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董

事

会

2021年1月28日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

附件一：2020年一季度财务报表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

-

3,733,960.73

开发支出

-

-

商誉

-

-

14,704,518.73

15,987,555.44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6,997,641.82

7,533,842.53

非流动资产合计

2,867,238,312.14

2,889,182,302.77

资产总计

4,499,500,925.07

4,480,981,423.40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2020年3月31日

合并资产负债表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2020年3月31日

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
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
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
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 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

资 产

-

-

4,523,555.15

5,225,224.07

预收款项

8,757,993.06
9,428,020.48
82,899.04

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
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
租赁负债， 并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
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5、根据新租赁准则，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对所有租入资产按照未来应付
租金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 （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

320,635.00

281,758.64

439,433.11

626,594,946.97

568,522,517.0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其他流动负债

-

-

流动负债合计

641,321,180.28

583,265,802.30

长期借款

-

-

应付债券

-

-

长期应付款

-

-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

-

预计负债

1,620,834.27

1,359,794.75

递延收益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1,620,834.27

1,359,794.75

642,942,014.55

584,625,597.05

其他应付款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股本
资本公积

货币资金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513,389,697.68

601,869,143.2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

应收票据

-

-

应收账款

9,017,908.02

3,035,935.04

预付款项

70,423,068.70

72,535,574.60

其他应收款

其他综合收益

102,040,773.90

293,543,891.28

1,295,650,409.11

1,473,938,091.38

持有待售的资产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其他流动资产

405,792,830.68

113,141,532.84

流动资产合计

2,396,314,688.09

2,558,064,168.3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长期应收款

-

-

固定资产

-

-

106,174,760.18

121,054,358.40

137,228,028.50

138,880,251.56

1,259,440,807.55

1,272,996,256.10

在建工程

30,453,922.55

47,648,213.79

无形资产

91,004,285.86

91,693,766.23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765,376.06

-

-

盈余公积

174,952,975.95

174,952,975.95

-

-

821,982,259.12

846,899,576.73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56,558,910.52

3,896,355,826.3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499,500,925.07

4,480,981,423.40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723,677,590.19

2,240,635,330.87

其中：营业收入

1,723,677,590.19

2,240,635,330.87

二、营业总成本

1,703,343,430.08

2,193,973,566.19

其中：营业成本

1,234,649,107.06

1,694,664,671.67

5,246,458.59

9,343,105.03

销售费用

384,967,617.68

398,010,083.07

管理费用

71,468,156.29

87,780,912.89

研发费用

-

-

财务费用

7,012,090.46

4,174,793.53

其中：利息费用

2,345,755.64

550,250.88

669,495.69

957,755.86

5,757,413.02

931,435.54

投资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汇兑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429,697.04

-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3,693,044.31

-7,800,440.84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

三、营业利润（
亏损以“
-”号填列）

21,968,831.78

39,792,759.38

加：营业外收入

12,582,024.13

减：营业外支出

6,615,980.12

4,125,040.31

2,388,289.33

30,425,815.60

44,020,450.17

8,080,491.83

11,018,184.18

22,345,323.77

33,002,265.99

净亏损以“
1、持续经营净利润（
－”号填列）

22,345,323.77

33,002,265.99

净亏损以“
2、终止经营净利润（
－”号填列）

-

-

22,483,934.60

33,153,049.72

五、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列）

（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少数股东损益

非流动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16,644,974.28

（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合同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440,000,000.00
2,436,268,649.73

专项储备

减：所得税费用
货

440,000,000.00
2,436,268,649.73

减：库存股

加：其他收益

流动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期间内计提折旧。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

-

应付账款

-138,610.83

-150,783.73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4,879,598.22

34,803,128.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4,879,598.22

34,803,128.04

（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4,879,598.22

34,803,128.04

-

-

1. 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

-

-

应付票据

四、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新租赁准则变更的主要内容包括：

41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利息收入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修订后的租赁准则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

三、会计准则变更的主要内容

2019年12月31日

流动负债：

营业税金及附加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定。

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83,237,161.77

3,580,673.66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执

178,145,293.85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日起施行” 。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

121,054,358.40

2020年1-3月

表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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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根据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来变更会计政策。根据《深

106,174,760.18

合并利润表

3、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审批程序

2,557,635,423.90

无形资产

意见；

租赁》（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

2,557,635,423.90

在建工程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

存

（二）项目信息

-

301,700,589.51

未分配利润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1、变更原因

2、投资者保护能力

-

其他流动资产

一般风险准备

五、备查文件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行业大类

C3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会

2021年1月28日

制造业

-

合同资产

应交税费

2、2021年1月26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

最近一年收入总额（经审计）：36,323.14万元

B08

1,282,876,770.82

-

货

- 9,428,020.48

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上年度末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78人

行业门类

影响数

9,428,020.48

四、审批程序

特此公告。

C38

1,034,826,787.59

存

应付职工薪酬
调整前

2020年一季度财务报表全文见附件1。

首席合伙人：王增明

K70

1,044,212.70

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7号天行建商务大厦20层2206

1,179,818,792.79

营业成本

项目

行业大类

1,931,507.06

短期借款

-1,179,818,792.79
1,179,818,792.79

营业总成本

预收账款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影响数

1,179,818,792.79

营业总收入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
意见；

行业门类

-

预付款项

2020年3月31日

合同负债

2、独立董事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

上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前五大主要行业：

-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单位：元
项目

（一）机构信息

证券代码：002336

-

应收账款

资产负债表（续）

预收账款

上年度审计上市公司及挂牌企业家数：199家

-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与合并利润表

四、备查文件

上年度末注册会计师人数：456人

-

应收票据

生重大影响。

审议，并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成立日期：2013年1月18日

-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2020年一季度财务报表具体影响如下：

（四）生效日期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06,432,900.8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本项目，不影响合并报表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及净利润，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一、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2019年12月31日

293,803,728.77

长期待摊费用

债表的预收账款、合同负债项目，合并利润表营业总收入和营业总成本、营业成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请中审亚太会

1、基本信息

货币资金

固定资产

本次差错更正将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合并资产负债表与母公司资产负

（三）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任务繁重及人员变动，经审慎检视人员和时间安排，预计无法完成审计工作而请
计机构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详情如下：

2020年3月31日

流动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三、前期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具体影响

2021年1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

公司原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2020年年度财

据需要调整，其他定期报告不需要调整。

行业序号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3月31日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4,748,156,735.4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监

4,560,074,884.61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其他应收款

三、备查文件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78,265.10
1,450,672,436.11

资产负债表

函件后就此事展开多次沟通；为确保2020年年报的按时披露，审计委员会在2021

特此公告。

839,654.27
1,458,138,161.66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 产

审计委员会于2021年1月14日收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正式

监事会同意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

公告编号：2021-009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行业序号

-

-16,644,974.28

专项储备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证券简称：ST人乐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特殊普通合伙）知悉本事项并确认无异议。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行业序号

-

少数股东权益

财务审计机构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证券代码：002336

其他综合收益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证券代码：002336

-

-

2. 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4,879,598.22

34,803,128.04

4.

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

-

5.

其他

-

-

（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1. 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2. 其他权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

-

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

4. 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

-

5. 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

-

6. 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七、综合收益总额

7,465,725.55

67,805,394.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7,604,336.38

67,956,177.7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

-

-

241,494,251.18

220,534,122.33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74,221.00

2,301,661.32

其他非流动资产

295,789,919.70

294,983,937.32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63,760,196.52

2,190,092,567.05

资产总计

4,560,074,884.61

4,748,156,735.42

-138,610.83

-150,783.73

行业序号

0.0511

0.0753

行业序号

0.0511

八、每股收益

0.0753

(下转B8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