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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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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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美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5 月 26 日、9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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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年度报告》、《2016 年

年度报告摘要》及更正披露《2016 年年度报告》、《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因公司对应收款项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进行变更，为

保证信息披露的一致性，经 2018 年 1 月 1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已披露的《2016 年

年度报告》、《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部分内容予以更正。

一、变更前后采用会计估计的变化

变更前：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6个月以内（含 6 个月）

6个月-1 年（含 1 年） 5.00 5.00

1－2 年（含 2年） 10.00 10.00

2－3 年（含 3年） 20.00 20.00

3－4 年（含 4年） 50.00 50.00

4－5 年（含 5年） 8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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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5年以上 100.00 100.00

变更后：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 1年） 5.00 5.00

1－2 年（含 2年） 10.00 10.00

2－3 年（含 3年） 20.00 20.00

3－4 年（含 4年） 50.00 50.00

4－5 年（含 5年） 80.00 8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二、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更正情况

对 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更正涉及的报表项目包括 2016 年度的应

收账款、其他应收账款、递延所得税资产、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资

产减值损失、净利润等，公司对上述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处理，

并相应调整相关附注内容，本次更正影响的报表项目及影响金额列示如

下：

l、合并财务报表
单位：元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因会计估计变更引起

的差异

应收账款 105,783,351.71 100,642,923.01 -5,140,428.70

其他应收款 7,853,505.86 7,784,470.92 -69,034.94

流动资产合计 211,292,376.94 206,082,913.30 -5,209,463.64

递延所得税资产 949,216.46 1,706,485.88 757,269.42

非流动资产合计 60,146,297.18 60,903,566.60 757,269.42

资产总计 271,438,674.12 266,986,479.90 -4,452,194.22

盈余公积 3,092,780.78 3,091,405.03 -1,375.75

未分配利润 20,761,015.32 16,310,196.85 -4,450,818.4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合计
94,812,696.46 90,360,502.24 -4,452,194.22

所有者权益合计 94,812,696.46 90,360,502.24 -4,452,1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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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

计
271,438,674.12 266,986,479.90 -4,452,194.22

二、营业总成本 355,629,879.27 359,439,217.52 3,809,338.25

资产减值损失 3,153,554.38 6,962,892.63 3,809,338.2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45,331,769.10 41,522,430.85 -3,809,338.25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

额以“-”号填列）
47,053,139.19 43,243,800.94 -3,809,338.25

减：所得税费用 11,323,083.99 10,682,035.56 -641,048.4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5,730,055.20 32,561,765.38 -3,168,289.8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35,730,055.20 32,561,765.38 -3,168,289.82

七、综合收益总额 34,594,552.41 31,426,262.59 -3,168,289.8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综合收益总额
34,594,552.41 31,426,262.59 -3,168,289.82

2、母公司财务报表
单位：元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因会计估计变更引起

的差异

应收账款 104,742,700.83 104,740,513.85 -2,186.98

其他应收款 9,598,803.33 9,580,682.32 -18,121.01

流动资产合计 176,923,284.05 176,902,976.06 -20,307.99

递延所得税资产 9,284,562.51 9,289,639.50 5,076.99

非流动资产合计 56,999,273.47 57,004,350.46 5,076.99

资产总计 233,922,557.52 233,907,326.52 -15,231.00

盈余公积 3,092,780.78 3,091,405.03 -1,375.75

未分配利润 27,835,027.01 27,821,171.76 -13,855.25

所有者权益合计 84,630,226.51 84,614,995.51 -15,231.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

计
233,922,557.52 233,907,326.52 -15,231.00

资产减值损失 2,037,220.58 2,050,164.57 12,943.99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4,258,913.31 24,245,969.32 -12,943.99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

额以“-”号填列）
25,923,986.37 25,911,042.38 -12,943.99

减：所得税费用 6,489,009.97 6,485,773.98 -3,235.99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9,434,976.40 19,425,268.40 -9,708.00

六、综合收益总额 19,434,976.40 19,425,268.40 -9,708.00

3、差异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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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引起的差异没有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对公司 2016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如下：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因会计估计变更

引起的差异
影响比例

总资产（元） 271,438,674.12 266,986,479.90 -4,452,194.22 -1.6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94,812,696.46 90,360,502.24 -4,452,194.22 -4.70%

净利润（元） 35,730,055.20 32,561,765.38 -3,168,289.82 -8.8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35,730,055.20 32,561,765.38

-3,168,289.82
-8.8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元）

35,942,254.34 32,769,831.38 -3172422.96 -8.8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 0.64 -0.06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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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7 34.57 -2.80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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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9 34.79 -2.80 -7.45%

三、公司董事会对 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更正意见

2018 年 1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6 年年度报告>、<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2017 年半年

度报告>信息更正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会计估计变更重新

编制并经审计的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6 月财务

报告，对已披露的《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中相关内容进行信息更正。

四、公司监事会对 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更正意见

2018 年 1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16 年年度报告>、<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2017 年半年度

报告>信息更正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根据会计估计变更重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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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并经审计的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6 月财务报

告，对已披露的《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中相关内容进行信息更正。

五、公司独立董事对《2016年年度报告》（更正后）及摘要更正的

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

为更审慎地反映公司的资产质量，保证IPO申报期财务数据的可比性，对

以前年度的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符

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在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履行了法定

程序，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

计变更。

六、会计师鉴证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更

正后）及摘要更正中涉及的2016年度财务报表项目调整事宜履行了核查

义务，并对上述调整对财务报表差异影响出具了相关说明（信会师函字

[2018]第ZI008号）。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深圳市美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议》；

（二）《深圳市美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

议》；

（三）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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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ZI10743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相关说明（信会师

函字[2018]第ZI008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