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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保安押运护卫中心

2020 年财务等重大信息公告

一．企业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运城市保安押运护卫中心

2．法定代表人：曲红权

3．股东名称：运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运城市武圣保安

服务有限公司﹑运城市保安押运护卫中心工会委员会

4．注册地址：运城市黄河大道岳北路

5．经营范围：货币、有价证券、金银珠宝、文物、艺术品、枪支弹药、国

家统一考试试卷的守护、押运；安全技术防范咨询服务；联网安全报警服

务。

6．办公地址：运城市黄河大道岳北路

邮政编码：044000

7．电子信箱：wpf6231@126.com

8．简介：我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经山西省运城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注册登记，于 2003 年 7 月 15 日成立，现由运城市国资委监管。企业

位于运城市黄河大道岳北路，法定代表人：曲红权，注册资金 1007.5 万元；

经济性质：混合股份制；经营范围：货币、有价证券、金银珠宝、文物、

艺术品、枪支弹药、国家统一考试试卷的守护、押运；安全技术防范咨询

服务；联网安全报警服务。现在职职工人数 434 人。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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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报表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营业收入 5369 5052 6.27

利润总额 456 138 230.43

净利润 342 103 232.04

资产总额 11059 9036 22.39

（二）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

1．资产负债表变化较大的项目分析

单位：人民币万元

2．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

2020 年年初净资产 2292 万元，2020 年年末净资产 2616 万元 ，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率 114.14%。

3．利润表变化较大的项目分析

单位：人民币万元

报表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报表项目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变动比率(%)

流动资产 6321 8572 35.61

非流动资产 2715 2487 -8.4

流动负债 3029 4731 56.19

非流动负债 3715 3712 0.08

所有者权益 2292 2616 14.14

资产总额 9036 11059 22.39



3

营业收入 5369 5052 6.27

利润总额 456 138 230.43

净利润 342 103 232.04

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

资时间、出资方式。

单位：人民币元

发起人姓名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出资时间 出资方式

运城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8,992,719.99 8,992,719.99 2019 年 11 月 25日 实物

运城市武圣保

安服务有限公

司

3,350,228.00 3,350,228.00 2019 年 11 月 25日 货币

运城市保安押

运护卫中心工

会委员会

5,289,852.00 5,289,852.00 2019 年 11 月 25日 货币

合 计 17,632,799.99 17,632,799.99

四．企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情况：无。

五．财务会计报告摘要

（一）财务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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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执行的是企业会计准则

2．会计年度为公历每年 1月 1 日—12 月 31 日止。

3．记账本位币：人民币。

4．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本公司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计确认、计量

和报告，采用借贷记账法记账。

本公司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采用历史成本；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或允许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在保证

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的情况下，分别采用恰当的计

量属性。

5．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1）现金为本公司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

（2）本公司现金等价物指公司持有的期限短（一般指从购买日起，三个月

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6．本公司应收款项减值损失的计量：

（1）坏账的确认标准：

a.债务人已撤销、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者遗产清偿后仍无法收回

的部分；

b.债务人逾期未履行清偿义务，且具有明显特征表明无法收回。

对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根据企业的管理权限，经董事会或厂长

（经理）办会议批准作为坏账损失，冲销提取的坏账准备。

（2）坏账损失核算方法

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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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预付账款、应收票据中的商业承兑汇票、长期应收款等，下同）的可收回

性进行全面分析、评估，预计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采用账龄分析与个别

认定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具体计提标准，对应收款项合理计提坏账准备。

对贴现的应收款项区分债权到期债务人未按期偿还时，申请贴现人是

否负有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还款的责任进行核算。如果申请贴现人负有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还款的责任，应将贴现取得的款项作为短期借款进行核算；

否则，直接减少贴现的应收款项；

7．存货

（1）存货分类：

本公司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包装物、在产品、自制半成品、库存商

品、委托加工物资、低值易耗品等。

（2）存货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存货在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价，领用和发出时按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计价。

（3）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法：低值易耗品于领用时按一次摊销法

摊销；包装物于领用时按一次摊销法摊销。

（4）存货的盘存制度为永续盘存制。

（5）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公司对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

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

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本公司存货由于遭受毁损、全部或部分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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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使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按单

个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的部分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应当确定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如果以前减记存货

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存货跌价准备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

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8、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的确认条件

本公司固定资产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

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

（2）固定资产的计价方法

（3）固定资产分类及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在不考虑减值准备的情况下，

按固定资产的类别、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率确定的折旧年限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预计使用年限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20年 5.00%

运输设备 5-10 年 10.00%-20.00%

电子设备 3-5 年 33.33%-20.00%

工具及器具 10年 10.00%

防爆枪支 10 年 10.00%

每年年度终了，本公司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

法进行复核，如果使用寿命预计数、预计净残值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

异的，根据复核结果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如果与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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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有关的经济利益预期实现方式发生重大改变的，则改变固定资产折旧方

法。

9．在建工程

（1）本公司在建工程按实际成本计价。

（2）在建工程结转为固定资产的时点：

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按工程实际成本转入固定资产。对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手续的固定资产，按估计价值

记账，待办理工程结算后再按实际成本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但不调整已

经计提的折旧。

10.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是指本公司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

性资产。

无形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在预计

的使用寿命期限内按照直线法摊销，无形资产的摊销一般计入当期损益。

11．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指本公司已经发生但应由本期和以后各期分担的分摊期

限在一年以上的各项费用，包括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发生的改良

支出等。

长期待摊费用按实际支出入账，在其预计受益内分期平均摊销。如果

预计某项长期待摊费用已不能为公司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将该项长期待

摊费用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12．应付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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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指本公司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

以及其他相关支出。

13.收入确认方法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完工

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即按照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确认收入与

费用。

14.主要税收政策

（1）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 种 税 率 税 种 税 率

所得税 25% 印花税 0.3‰、0.5‰

增值税 6% 城建税 7%

教育费附加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2%

15.财务报表:

资 产 负 债 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元

资 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

权益(或股东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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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77,738,927.93 56,209,235.51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金

额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金

额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负债

应收票据 应付票据

应收账款

1,065,803.64 650,172.50

应付账款

792,111.00 158,543.00

预付款项

2,529,197.25 1,417,592.52

预收款项

其他应收款

3,196,615.29 3,752,406.85

应付职工薪酬

21,376,510.04 27,291,867.45

存货

1,190,616.07 1,184,231.09

应交税费

1,536,676.88 459,501.53

持有待售资产 其他应付款

23,608,512.74 2,378,259.86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持有待售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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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85,721,160.18 63,213,638.47

其他流动负债

非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合

计 47,313,810.66 30,288,171.84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非流动负债：

持有至到期投

资

长期借款

长期应收款 应付债券

长期股权投资

2,182,923.07 2,182,923.07

其中：优先股

投资性房地产 永续债

固定资产

20,154,055.72 19,282,406.88

长期应付款 37,121,972.78

37,149,972.78

在建工程

3,309,365.75

预计负债

生产性生物资

产

递延收益

油气资产

递延所得税负

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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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

2,534,091.39 2,372,240.58

其他非流动负

债

开发支出

非流动负债

合计 37,121,972.78 37,149,972.78

商誉 负债合计

84,435,783.44 67,438,144.62

长期待摊费用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

益)：

递延所得税资

产

实收资本（或

股本） 17,632,799.99 17,632,799.99

其他非流动资

产

其他权益工具

非流动资产合

计 24,871,070.18 27,146,936.28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42,6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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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利润

8,181,022.90 5,289,630.14

所有者益(或

股东权益)合

计

26,156,446.92 22,922,430.13

资产总计

110,592,230.36 90,360,574.75

负债及所有

者权益(股东

权益)总计

110,592,230.36 90,360,574.75

利 润 表

2020 年度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53,697,911.90 50,526,798.23

减：营业成本 44,274,715.04 44,074,397.90

税金及附加 360,745.79 268,059.80

销售费用 13,480.00

管理费用 5,119,499.39 4,889,884.74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546,165.26 -75,1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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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553,339.26 -84,292.30

加：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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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489,116.94 1,356,090.50

加：营业外收入 315,146.39 102,877.05

减：营业外支出 235,942.98 78,278.02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568,320.35 1,380,689.53

减：所得税费用 1,142,080.09 345,172.38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426,240.26 1,035,517.15

（一）持续经营利润（净亏损以“一 ”

号填列）

3,426,240.26 1,035,517.15

（二）终止经营利润（净亏损以“一”

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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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新计量设定收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二）将重分类进损的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六、综合收益总额 3,426,240.26 1,035,517.15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16.审计意见:

运城市保安押运护卫中心聘请运城河东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了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变动表及财务报表附注，审计意见

如下：

经审计，运城市保安押运护卫中心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10,592,230.36 元，负债总额 84,435,783.44 元，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26,156,446.92 元，其中：实收资本 17,632,799.99 元，盈余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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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624.03 元 ， 未 分 配 利 润 8,181,022.90 元 。 本 年 度 营 业 收 入

53,697,911.90 元，实现利润 3,426,240.26 元。

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

反映了贵中心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的经营成果及

现金流量。

六．大额度资金运作

（一）重大投资、重大融资：无

（二）资产抵押、质押及对外担保：无

（三）对外提供借款：无

(四) 捐赠：无

七．职工权益维护

（一）全年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2020 年在册职工 434 人，全员签订劳动合同。

（二）维护职工权益典型案例情况：无

（三）人才培训计划及落实情况：

按照上级要求组织公司押运岗位人员积极参加专业培训。

八．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一）经济责任

在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较好地实现了公司年初确定的经济

指标和管理目标。

（二）创新责任：无

（三）环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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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方面专人负责，定时清洁整理，垃圾定点存放，及时转运。

（四）企业责任

在充分认识资源有限性和节约的重要性，采取可行措施，日常用电方

面减少照明、空调、设备等电耗和待机损耗；日常用水方面养成节约和文

明用水习惯；办公耗材方面提倡双面用纸，双面印刷，防止浪费现象发生，

为企业压缩费用开支。

九.企业领导人员公务用车情况及公务支出情况

（一） 企业领导人员没有配备公务用车，交通费用按预算标准控制，本年

度预算 4.08 万元，实际支出 4.08 万元。

（二）企业领导人员通讯费全年预算 1.1 万元，实际支出 1.1 万元;差旅费

预算 5 万元，实际支出 3.35 万元。

十．业务人员车辆使用情况及业务支出情况

无业务人员车辆使用及业务支出情况

十一．有关部门（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无

单位负责人签字：

加盖单位公章

2021 年 6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