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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悠派智能展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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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

（www.neeq.com.cn或 www.neeq.cc）上发布了《2015年年度报告》（更

正后）（公告编号【2016-005】），由于该公告存在错漏，本公司现予以

更正。 

一、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

国际”）出具的天职业字[2017]11876号《审计报告》、天职业字

[2017]11876-2号《广东悠派智能展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的专项说明》，公司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

称“股转系统”）披露的原2015年的财务报表进行如下更正： 

（一）会计差错情况 

项目 
更正前（2015-12-31/2015年

度） 

更正后（2015-12-

31/2015年度） 
差异 注释 

货币资金 53,605,492.18 53,745,492.18 140,000.00 （1） 

应收票据 13,617,512.00 13,477,512.00 -140,000.00 （1） 

预付款项 10,682,605.98 7,782,605.98 -2,900,000.00 （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2,900,000.00 2,900,000.00 （2） 

其他流动资产 58,871.03 271,428.44 212,557.41 (5) 

流动资产合计 168,372,115.18 168,584,672.59 212,557.41  

开发支出 531,315.25  -531,315.25 （3） 

递延所得税资产 525,985.81 618,594.97 92,609.1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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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更正前（2015-12-31/2015年

度） 

更正后（2015-12-

31/2015年度） 
差异 注释 

其他非流动资产  531,315.25 531,315.25 （3）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719,862.28 13,812,471.44 92,609.16  

资产总计 182,091,977.46 182,397,144.03 305,166.57  

应交税费 5,587,438.35 5,380,949.28 -206,489.07 (5) 

流动负债合计 87,724,191.27 87,517,702.20 -206,489.07  

递延收益  617,394.39 617,394.39 （4） 

非流动负债合计  617,394.39 617,394.39  

负债合计 87,724,191.27 88,135,096.59 410,905.32  

资本公积 17,064,445.38 19,858,088.60 2,793,643.22 （5） 

盈余公积 1,975,465.97 1,685,527.78 -289,938.19 （7） 

未分配利润 23,392,216.39 20,782,772.61 -2609,443.78 （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93,652,127.74 93,546,388.99 -105,738.75  

股东权益合计 94,367,786.19 94,262,047.44 -105,738.75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82,091,977.46 182,397,144.03 305,166.57  

管理费用 27,746,548.26 30,540,191.48 2,793,643.22 （5） 

营业利润 27,212,217.64 24,418,574.42 -2,793,643.22  

营业外收入 1,934,517.25 1,317,122.86 -617,394.39 （4） 

利润总额 29,137,630.35 25,726,592.74 -3,411,037.61  

所得税费用 4,037,155.69 3,525,500.05 -511,655.64 （6） 

净利润 25,100,474.66 22,201,092.69 -2,899,381.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24,711,949.71 21,812,567.74 -2,899,381.97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273,785,117.38 252,871,942.64 -20,913,174.74 （1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4,925,079.64 4,056,679.64 -868,400.00 （1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9,644,345.19 257,862,770.45 -21,781,574.7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170,152,154.95 146,338,980.21 -23,813,174.74 （1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37,715,416.10 40,615,416.10 2,900,000.00 （1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0,007,536.05 239,094,361.31 -20,913,174.74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9,636,809.14 18,768,409.14 -868,40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868,400.00 868,400.00 （12）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2,262,567.05 153,130,967.05 868,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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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更正前（2015-12-31/2015年

度） 

更正后（2015-12-

31/2015年度） 
差异 注释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256,368.10 -4,387,968.10 868,400.00  

（二）差异情况原因说明 

1、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差异情况说明 

（1）公司质押于招商银行东莞分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

140,000.00元于2015年12月31日已到期自动转为银行承兑汇票保证

金。调增货币资金140,000.00元，调减应收票据140,000.00元。 

（2）2015年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调增2,900,000.00元，预

付款项调减2,900,000.00元，主要原因： 

2015年4月，公司支付东莞市茶山镇超朗股份经济合作社土地暂

借周转金290万元。根据公司2015年4月与东莞市茶山镇人民政府签署

的《项目协作协议》，东莞市茶山镇人民政府将执行《东莞市国有工

业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若干规定》，委托东莞市土地交

易中心公开出让该地块的使用权，公司应参与竞买。鉴于土地出让协

作事项中需支付部分费用，东莞市茶山镇人民政府向公司暂借无息周

转金人民币290万元。项目用地使用权推出市场招拍挂摘牌后，在签

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天内，东莞市茶山镇人

民政府将前期收取公司的暂借周转金人民币290万元无息退还。东莞

市茶山镇人民政府承诺在协议签订后18个月内，将项目用地使用权推

出市场招拍挂，若逾期6个月未推出市场，东莞市茶山镇人民政府应

当向公司无息退还暂借周转金。2015年12月31日调整主要系根据款项

性质重新分类所致，将预付款项中列示的土地暂借周转金重分类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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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列示； 

（3）2015年12月31日其他非流动资产调增531,315.25元，开发

支出调减531,315.25元，主要原因系预付的软件委托开发款项根据款

项性质重新分类所致，将开发支出中列示的预付委托开发款项重分类

至其他非流动资产； 

（4）2015年12月31日调增递延收益617,394.39元，调减营业外

收入617,394.39元，主要原因： 

2015年12月，根据《关于拨付2014年东莞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的通知》（东财函[2015]2178号），公司收到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补贴868,400.00元，用于补贴公司展览展示产品生产线升级项目，系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于2015年当期全额确认营业外收入。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对展览展示产品

生产线项目补贴收入按照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调减

营业外收入617,394.39元，减少净利润617,394.39元； 

（5）2015年12月31日调增资本公积2,793,643.22元，调增2015

年度管理费用2,793,643.22元，主要原因： 

2015年7月，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晓钟为激励管理层，鼓励管理层

与公司共同发展，将其持有的东莞天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9.18%的出资额（人民币110.152万元，折算为悠派智能股份数为

95万股）转让给杨剑、杨浩、梁振运、刘雄立、刘艳彬作为公司的股

权激励之用，转让价款为110.152万元。以股权转让最近的PE入股价

格4.1元/股为基础，确认股份支付2,793,643.22元，调增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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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3,643.22元,调增资本公积2,793,643.22元，调减当期所得税费

用419,046.48元，调减应交税费-企业所得税206,489.07元，调增其

他流动资产-预缴企业所得税212,557.41元； 

（6）2015年12月31日调增递延所得税资产92,609.16元，调减

2015年度所得税费用92,609.16元，调增管理费用—股份支付费用

2,793,643.22元,对应调减所得税费用419,046.48元,合计调减所得税

费用511,655.64元,主要原因： 

因第（4）项调整递延收益617,394.39元，同时调减该递延收益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按适用税率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费用92,609.16元，

增加净利润92,609.16元； 

因第（5）项调整管理费用2,793,643.22元,对应减少应纳所得税

额和所得税费用419,046.48元; 

（7）2015年12月31日调减盈余公积289,938.19元，主要原因母

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调减2,899,381.97元，按照10%调减盈余公积； 

（8）2015年12月31日调减未分配利润2,609,443.78元，主要系

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调减2,899,381.97元，2015年度调减多计提的盈

余公积289,938.19元所致； 

2、现金流量表差异情况说明 

（9）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差异主要是公司2015年度

应收票据背书支付供应商货款20,913,174.74元，更正前票据背书支

付货款反映为现金流，因取得票据和背书转让该票据不涉及实际现金

收付，不需要在现金流量表中反映，故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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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差异主要是： 

1）公司2015年度应收票据背书支付供应商货款20,913,174.74

元，更正前票据背书支付货款反映为现金流，因取得票据和背书转让

该票据不涉及实际现金收付，不需要在现金流量表中反映，故予以调

整。 

2）2015年4月，公司支付东莞市茶山镇超朗股份经济合作社土地

暂借周转金290.00万元，更正前列示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予以调整至“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差异主要是： 

2015年12月，根据《关于拨付2014年东莞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的通知》（东财函[2015]2178号），悠派智能收到东莞市经济和信息

化局补贴868,400.00元，用于补贴公司展览展示产品生产线升级项

目，系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更正前列示于“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本年度调整至“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三、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其余内容均未发生变

化。更正后的《2015年年度报告》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

www.neeq.cc）。 

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广东悠派智能展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5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