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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562        证券简称：山水环境        主办券商：华创证券 

 

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前期财务报表追溯调整 

说明的公告 

 

一、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情况 

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水环境”或“公司”）

分别于2017年1月20日和2017年2月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

会议及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中

垣联合（北京）城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50%股权的议案》。2017年3

月31日，公司完成对中垣联合（北京）城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垣联合”或“子公司”）的收购。收购完成后，公司与成都

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翔环境”）各自持有中垣联合

50%的出资比例，按照约定，山水环境在股东会的表决权为 51%，天

翔环境在股东会的表决权为 49%。山水环境为中垣联合控股股东。 

由于公司与中垣联合在合并前受同一控制，因此公司对中垣联合

的合并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同一控制人为袁俊山先生。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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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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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并》等的相关规定，对于同一控制下的合并，应视同合并后形

成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实施控制时一直是一体化存续下来

的，体现在其合并财务报表上，即由合并后形成的母子公司构成的报

告主体，无论是其资产规模还是其经营成果都应持续计算；编制合并

财务报表时，无论该项合并发生在报告期的任一时点，合并利润表、

合并现金流量表均反映的是由母子公司构成的报告主体自合并当期

期初至合并日实现的损益及现金流量情况，相应地，合并资产负债表

的留存收益项目，应当反映母子公司一直作为一个整体运行至合并日

应实现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的情况；对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

并，在合并当期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

数进行调整，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视同合并后

的报告主体在以前期间一直存在。 

二、公司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行追溯调整情况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后金额 调整金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8,904,525.88 49,749,767.87 -845,2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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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886,688.31 367,899,980.06 -17,013,291.75 

预付款项 44,204,800.93 40,155,649.39 4,049,151.54 

应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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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75,017,631.88 75,559,417.65 -541,785.77 

存货 287,263,100.22 291,725,641.74 -4,462,541.52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633,633.53 1,633,633.53  

流动资产合计 807,910,380.75 826,724,090.24 -18,813,7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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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性房地产 18,731,101.52 18,731,101.52  

固定资产 33,685,455.30 33,735,945.16 -50,489.86 

在建工程 424,026.00 424,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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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876.48 348,876.4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227,141.46 2,227,141.46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37,290.88 3,352,690.33 -115,399.45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58,653,891.64 58,819,780.95 -165,889.31 

资产总计 866,564,272.39 885,543,871.19 -18,979,598.8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52,600,000.00 152,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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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259,028.46 267,184,029.29 -2,925,000.83 

预收款项 11,727,268.64 11,727,268.64  

应付职工薪酬 1,946,305.93 5,721,979.31 -3,775,673.38 

应交税费 15,316,298.54 16,453,906.62 -1,137,6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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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利息 514,983.83 514,983.83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9,016,237.42 85,671,720.39 -6,655,48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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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380,122.82 539,873,888.08 -14,493,7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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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31,649.64 18,431,649.64  

非流动负债合计 18,431,649.64 18,431,649.64  

负债合计 543,811,772.46 558,305,537.72 -14,493,765.26 

股东权益：     

股本 152,521,000.00 152,521,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84,591,828.19 87,341,828.19 -2,750,000.0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592,177.20 8,592,177.2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77,047,494.54 76,074,078.78 973,415.7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322,752,499.93 324,529,084.17 -1,776,584.24 

少数股东权益   2,709,249.30 -2,709,249.30 

股东权益合计 322,752,499.93 327,238,333.47 -4,485,833.54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866,564,272.39 885,543,871.19 -18,979,598.80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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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后金额 调整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366,352,207.93 389,060,777.74 -22,708,569.81 

   其中：营业收入  366,352,207.93 389,060,777.74 -22,708,569.81 

 二、营业总成本  322,954,054.44 343,152,149.18 -20,198,094.74 

     其中：营业成本  273,987,610.67 286,347,357.65 -12,359,746.98 

              税金及附加  669,413.88 766,756.83 -97,342.95 

              销售费用  4,655,261.79 6,618,369.07 -1,963,107.28 

              管理费用  26,425,056.04 31,882,120.03 -5,457,063.99 

              财务费用  13,895,132.73 13,993,269.34 -98,136.61 

              资产减值损失   3,321,579.33 3,544,276.26 -222,69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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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3,398,153.49 45,908,628.56 -2,510,475.07 

     加：营业外收入  5,169,120.00 5,187,196.15 -18,076.15 

            其中：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18,776.51 27,082.03 -8,305.52 

            其中：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8,548,496.98 51,068,742.68 -2,520,245.70 

     减：所得税费用  13,934,628.01 13,986,893.67 -52,265.6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4,613,868.97 37,081,849.01 -2,467,980.04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4,613,868.97 37,081,849.01 -2,467,980.04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1,700,322.55 -1,700,322.55 

    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34,613,868.97 35,381,526.46 -767,657.49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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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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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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综合收益总额  34,613,868.97 37,081,849.01 -2,467,980.0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34,613,868.97 35,381,526.46 -767,657.4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700,322.55 -1,700,322.55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23 0.24 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23 0.24 0.01 

（三）现金流量表科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后金额 调整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05,511,614.42 225,608,642.94 -20,097,028.52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7,868,002.15 59,653,963.14 -1,785,960.9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3,379,616.57 285,262,606.08 -21,882,989.5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85,701,381.60 194,495,737.46 -8,794,355.8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6,611,486.01 37,814,430.33 -11,202,944.32 

     支付的各项税费  16,823,825.36 17,721,937.83 -898,112.4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0,024,230.26 50,658,772.83 -634,542.5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9,160,923.23 300,690,878.45 -21,529,955.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781,306.66 -15,428,272.37 -353,034.2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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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1,939,435.34 1,939,435.34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39,435.34 1,939,435.3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9,435.34 -1,939,435.3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3,370,000.00 23,370,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

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05,380,000.00 105,38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4,088,965.79 194,088,965.79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22,838,965.79 322,838,965.7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42,770,000.00 142,77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8,967,206.21 8,967,206.21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

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7,462,808.10 150,092,808.10 -2,63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9,200,014.31 301,830,014.31 -2,63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38,951.48 21,008,951.48 2,63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918,209.48 3,641,243.77 2,276,965.7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986,316.40 9,108,524.10 -3,122,207.7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904,525.88 12,749,767.87 -845,241.99 

 

三、备查文件目录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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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月 26日



公告编号：2018-058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