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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765 证券简称：美之高 主办券商：华创证券

深圳市美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正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 2016 年年度报告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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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美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8月 28 日、2017 年 5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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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了《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6

年年度报告》。由于披露的信息存在错漏及调整，现对《2017 年半年

度报告》、《2016 年年度报告》相关内容进行更正（更正内容字体采

用加粗倾斜）。

一、2017 年半年报告之“第二节 主要会计数据和关键指标”之“一、

盈利能力”及“财务报表附注十六、补充资料”之“(一)非经常性损

益明细表”

更正说明：以下更正主要系公司对财政部于 2017 上半年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理解不同，未将相关政府补助归

入非经常性损益，更正后归入非经常性损益，该更正对公司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状况和 2017 年上半年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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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前：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93,402,050.18 168,294,724.06 14.92%
毛利率 33.17% 35.66%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77,974.48 12,750,718.24 24.5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5,912,366.55 14,081,590.66 13.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计算）
11.85% 15.0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1.88% 17.0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5 16.00%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4,876.7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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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说明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054.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注]

所得税影响额 11,430.7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合计 -34,392.07

更正后：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93,402,050.18 168,294,724.06 14.92%
毛利率 33.17% 35.66%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77,974.48 12,750,718.24 24.5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5,847,797.78 14,081,590.66 12.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计算）
11.85% 15.0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1.83% 17.0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5 16.00%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4,876.7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6,091.6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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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说明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054.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注]

所得税影响额 -10,092.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合计 30,176.70

二、2017 年半年度报告之 “财务报表附注九、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之“(四)其他关联方情况”

更正说明：由于董事、高管及其关联公司变动等情况而增加相关关联

方，该更正并不会对关联交易情况产生影响。

更正前：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系

深圳保之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黄华侨侄子控制的公司

黄华侨 董事长、总经理

蔡秀莹 董事

黄佳茵 董事

胡昌生 独立董事

彭忠波 独立董事

唐魁 独立董事

路冰 外部董事

郭振水 监事

徐智勇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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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燕玲 监事

李永 财务总监

陈武 副总经理

黄建新 副总经理

汪岚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更正后：

黄华侨 董事长、总经理

蔡秀莹 董事

黄佳茵 董事

路冰 外部董事

胡昌生 独立董事

彭忠波 独立董事

唐魁 独立董事

郭振水 监事

徐智勇 监事

侯燕玲 监事

李永 财务总监

陈武 副总经理

黄建新 副总经理

汪岚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深圳保之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黄华侨侄子控制的公司

新余美高投资管理中心 本公司股东、黄华侨担任执行合伙人

深圳市华汇通鼎投资合伙企业 本公司股东、黄华侨担任执行合伙人

深圳市元鑫供应链有限公司 黄建新担任监事的公司

深圳卓识创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路冰担任董事长的公司

深圳星星照护投资有限公司 路冰担任董事的公司

广东碧桂园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胡昌生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

四川民生东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唐魁担任总经理的公司

四川罗江口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唐魁担任董事兼总经理的公司

四川仁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唐魁担任董事的公司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彭忠波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彭忠波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

深圳市汉高建设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黄佳茵配偶吕志阳）任董事

深圳市拓佰仕实业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黄佳茵配偶的父亲吕文委）控制

品信优质蔬菜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黄佳茵配偶吕志阳）任董事

香港大能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黄佳茵配偶吕志阳）任董事

福建省新黑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唐魁兄弟唐超）任董事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福鹏宏祥玖号股权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持股 5%以上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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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 年年度报告之“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主要供应

商情况”

更正说明：以下更正系统计比例计算差异，不会对供应商采购情

况和采购总金额造成影响。

更正前：

单位：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年度采购占比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1 深圳市德亿铁线制品有限公司 45,902,234.14 19.47% 否

2 深圳市盛达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14,828,085.13 6.29% 否

3 深圳市鑫玮盛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9,665,433.98 4.10% 否

4 深圳市威鸿发钢铁制品公司 8,583,019.19 3.64% 否

5 深圳市中亿鑫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8,131,911.88 3.45% 否

合计 87,110,684.32 36.96% -

更正后：

单位：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年度采购占比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1 深圳市德亿铁线制品有限公司 45,902,234.14 21.52% 否

2 深圳市盛达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14,828,085.13 6.95% 否

3 深圳市鑫玮盛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9,665,433.98 4.53% 否

4 深圳市威鸿发钢铁制品公司 8,583,019.19 4.02% 否

5 深圳市中亿鑫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8,131,911.88 3.81% 否

合计 87,110,684.32 40.83%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9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