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编号：2018-026 

 1 / 14 

证券代码：872747        证券简称：渝网科技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江西渝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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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公司于 2018年 4月 2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发布了《江西渝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18-014），经事后审核发现，由

于工作人员疏忽，导致《2017年年度报告》存在错误，现予以更正。 

    公司于 2018年 8月 2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一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正<江西渝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7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一、对《渝网科技：2017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二、

财务报表（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作出如下更正。 

（一）更正前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注释 1 4,064,075.71 2,097,159.6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注释 2 12,548,895.81 3,647,5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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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项 注释 3 1,093,519.47 813,578.66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注释 4 46,363.42 149,638.9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 -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31,981.15 

流动资产合计 注释 5 17,752,854.41 6,839,898.6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 -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注释 6 39,173.31 50,767.54 

在建工程  - -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注释 7 1,410,772.29 1,823,681.4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注释 8 535,226.64 618,719.17 

递延所得税资产 注释 9 202.5 27,349.7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85,374.74 2,520,517.87 

资产总计  19,738,229.15 9,360,416.5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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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注释 10 3,117,193.41 1,699,907.42 

预收款项 注释 11 20,800.01 1,173,841.2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注释 12 362,784.67 837,806.28 

应交税费 注释 13 2,137,519.55 888,215.47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注释 14 261,831.39 1,762,412.68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5,900,129.03 6,362,183.0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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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合计  5,900,129.03 6,362,183.0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 

   

股本 注释 15 6,350,000 6,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注释 16 4,564,097.75 1,851,597.7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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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利润 注释 17 2,924,002.37 -4,853,364.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13,838,100.12 2,998,233.51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838,100.12 2,998,233.5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9,738,229.15 9,360,416.56 

（二）更正后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注释 1 4,064,075.71 2,097,159.6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注释 2 12,548,895.81 3,647,540.36 

预付款项 注释 3 1,158,519.47 813,578.66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注释 4 46,363.42 149,638.9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 -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注释 5  131,981.15 

流动资产合计  17,817,854.41 6,839,898.6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 -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注释 6 39,173.31 50,767.54 

在建工程  - -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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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注释 7 1,410,772.29 1,823,681.4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注释 8 470,226.64 618,719.17 

递延所得税资产 注释 9 202.5 27,349.7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20,374.74 2,520,517.87 

资产总计  19,738,229.15 9,360,416.5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注释 10 3,117,193.41 1,699,907.42 

预收款项 注释 11 20,800.01 1,173,841.2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注释 12 362,784.67 837,806.28 

应交税费 注释 13 2,137,519.55 888,215.47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注释 14 261,831.39 1,762,412.68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5,900,129.03 6,362,183.0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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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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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合计  5,900,129.03 6,362,183.0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 

   

股本 注释 15 6,350,000 6,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注释 16 4,564,097.75 1,851,597.7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注释 17 2,924,002.37 -4,853,364.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13,838,100.12 2,998,233.51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838,100.12 2,998,233.5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9,738,229.15 9,360,416.56 

 

二、对《渝网科技：2017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二、

财务报表（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作出如下更正。 

（一）更正前：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585,988.48 2,097,159.6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注释 1 12,370,077.81 3,647,540.36 

预付款项  1,093,519.47 813,578.66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公告编号：2018-026 

 7 / 14 

其他应收款 
注释 2 

 

46,363.42 149,638.92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31,981.15 

流动资产合计  17,095,949.18 6,839,898.69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注释 3 1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9,173.31 50,767.54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410,772.29 1,823,681.4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535,226.64 618,719.17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2.50 27,349.7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85,374.74 2,520,517.87 

资产总计  19,181,323.92 9,360,416.5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665,092.41 1,699,907.42 

预收款项  20,800.01 1,173,841.20 

应付职工薪酬  362,784.67 837,806.28 

应交税费  960,401.05 888,215.47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4,337,433.04 1,762,412.68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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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合计  8,346,511.18 6,362,183.0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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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合计  8,346,511.18 6,362,183.0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6,350,000.00 6,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564,097.75 1,851,597.7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79,285.01 -4,853,364.2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834,812.74 2,998,233.5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9,181,323.92 9,360,416.56 

（二）更正后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585,988.48 2,097,159.6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注释 1 12,370,077.81 3,647,540.36 

预付款项  1,158,519.47 813,578.66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注释 2 46,363.42 149,6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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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31,981.15 

流动资产合计  17,160,949.18 6,839,898.69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注释 3 1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9,173.31 50,767.54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410,772.29 1,823,681.4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70,226.64 618,719.17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2.50 27,349.7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20,374.74 2,520,517.87 

资产总计  19,181,323.92 9,360,416.5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665,092.41 1,699,907.42 

预收款项  20,800.01 1,173,841.20 

应付职工薪酬  362,784.67 837,806.28 

应交税费  960,401.05 888,215.47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4,337,433.04 1,762,412.68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8,346,511.18 6,362,1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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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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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合计  8,346,511.18 6,362,183.0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6,350,000.00 6,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564,097.75 1,851,597.7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79,285.01 -4,853,364.2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834,812.74 2,998,233.5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9,181,323.92 9,360,416.56 

 

三、对《渝网科技：2017 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二、

财务报表（三）合并利润表”，作出如下更正。 

（一）更正前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注释 18 90,426,737.39 32,628,960.84 

其中：营业收入  90,426,737.39 32,628,960.84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注释 18 82,584,964.43 39,118,30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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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营业成本  76,169,367.20 34,798,403.88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注释 19 338,698.72 206,106.33 

销售费用 注释 20 235,331.92 58,468.12 

管理费用 注释 21 5,787,574.71 4,037,846.11 

财务费用 注释 22 6,701.69 4,354.26 

资产减值损失 注释 23 47,290.19 3,127.27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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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注释 24 1,791,219.93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9,632,992.89 -6,489,345.13 

加：营业外收入 注释 25 - 2,046,544.60 

减：营业外支出 注释 26 7,372.47 665.9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9,625,620.42 -4,443,466.43 

减：所得税费用 注释 27 1,848,253.81 -3,281.8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777,366.61 -4,440,184.61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 - 

1.持续经营净利润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 

1.少数股东损益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777,366.61 -4,440,184.61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

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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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

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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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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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7,366.61 -4,440,184.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7,777,366.61 -4,440,184.6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1.23 -1.12 

（二）稀释每股收益  1.23 -1.12 

（二）更正后：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注释 18 90,426,737.39 32,628,960.84 

其中：营业收入  90,426,737.39 32,628,960.84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注释 18 82,584,964.43 39,118,305.97 

其中：营业成本  76,169,367.20 34,798,403.88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注释 19 338,698.72 206,106.33 

销售费用 注释 20 235,331.92 58,468.12 

管理费用 注释 21 5,787,574.71 4,037,846.11 

财务费用 注释 22 6,701.69 4,354.26 

资产减值损失 注释 23 47,290.19 13,127.27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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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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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注释 24 1,791,219.93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9,632,992.89 -6,489,345.13 

加：营业外收入 注释 25 - 2,046,544.60 

减：营业外支出 注释 26 7,372.47 665.9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9,625,620.42 -4,443,466.43 

减：所得税费用 注释 27 1,848,253.81 -3,281.8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777,366.61 -4,440,184.61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 - 

1.持续经营净利润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 

1.少数股东损益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777,366.61 -4,440,184.61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

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

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

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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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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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综合收益总额  7,777,366.61 -4,440,184.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7,777,366.61 -4,440,184.6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1.23 -1.12 

（二）稀释每股收益  1.23 -1.12 

 

四、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外，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更正后的《2017 年年度

报告》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

露平台（www.neeq.com.cn）。  

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江西渝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