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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搜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摘要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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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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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
（公
告编号【2018-008】），由于该公告存在错漏，本公司现予以更正。
一、 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我司在年报中披露中：
将处置北京中搜搜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的收益 9,050,084.53 元确认为投
资收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四章特殊交易的会计处
理：母公司在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部分处置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
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9,050,084.53
元；
浙江中搜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办事处在 2017 年撤销，净资产2,051,550.26 元。在合并过程中，误将浙江中搜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办事
处 账上其他 应付款 内部往来 余 额 2,051,550.26 元重复抵 消，重复 抵消金 额
2,051,550.26 元计入了投资收益。
现对报表进行更正，
调增其他应付款 2,051,550.26、
调减投资收益 2,051,550.2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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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更正后的具体内容
摘要中“2.1 主要财务数据”、“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3.4 非标准审计意见说明”部分内容进行
了更正，其余内容保持不变
更正前(更改数据已加粗)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总计

147,954,610.94

182,428,099.5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4,743,677.84

-64,336,248.23

营业收入

117,251,012.38

69,338,881.13

本期（末）比上期
（末）增减比例%
-18.90%
47.26%
69.1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07,429.61

-182,550,984.66

-83.3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8,352,415.38

-183,093,121.77

-79.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199,549.08

-218,251,957.48

-8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22%

1,844.0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1.62

-83.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1.63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0.84

-0.57

47.26%

本期

上年同期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本期合并范围比上期增加三家公司，情况如下
1．

2017 年 9 月 5 日，本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八八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

已实缴到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228MA017CJ26Q；
2． 2017 年 9 月 5 日，本公司成立控股孙公司北京中搜云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
元，未实缴到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11MA00BJMX9W。
3． 2017 年 11 月 20 日，本公司成立全资孙公司八爪兽（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未实缴到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101MA5ALQKF02。
3.4 非标准审计意见说明
√适用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强调事项为：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六/注释 24 所述，中搜网络累计亏
损 517,717,234.09 元，其中 2017 年发生净亏损 46,048,964.73 元 ，且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中搜网络
流动负债高于资产总额 43,233,612.23 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三、
（二）所示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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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中搜网络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
表的审计意见。
董事会针对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

更正后(更改数据已加粗)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总计

147,954,610.94

182,428,099.5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6,795,228.10

-64,336,248.23

营业收入

117,251,012.38

69,338,881.13

本期（末）比上期
（末）增减比例%
-18.90%
50.45%
69.1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509,064.40

-182,550,984.66

-77.2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9,849,982.91

-183,093,121.77

-78.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199,549.08

-218,251,957.48

-8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83%

1,844.0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1.62

-77.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1.63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0.86

-0.57

50.45%

本期

上年同期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本期合并范围比上期增加四家公司，情况如下
1．
2017 年 7 月 4 日，本公司成立全资孙公司中搜商悦(宁波)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 100 万元，未实缴到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201MA292BQPXC。
2．
2017 年 9 月 5 日，本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八八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
元，已实缴到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228MA017CJ26Q；
3．
2017 年 9 月 5 日，本公司成立控股孙公司北京中搜云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未实缴到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11MA00BJMX9W。
4．
2017 年 11 月 20 日，本公司成立全资孙公司八爪兽（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未实缴到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101MA5ALQKF02。

3.4 非标准审计意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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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强调事项为：我们提醒财务报
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六/注释 24 所述，中搜网络累计亏损 528,818,868.88 元，其中 2017 年
发生净亏损 57,150,599.52 元 ，且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中搜网络流动负债高于资产总额
45,285,162.49 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三、（二）所示的其他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
致对中搜网络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

三、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
且不会给公司经营带来影响，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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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北京中搜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