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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18年 04月 

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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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了《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

一季度报告》，由于该公告存在差错，公司现予以更正。 

一、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一）、“二 公司基本情况”之“（二）主要财务数据”部分内容：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38,388,563.32 337,814,785.25 0.1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98,124,544.08 200,151,139.77 -1.0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6.04% 25.9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8.80% 37.88% -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3,502,751.44 26,327,428.67 -10.7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46,569.13 -115,157.01 487.7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2,597.87 -347,128.69 18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817,851.03 -27,367,606.88 2.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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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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  0.0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2% -0.06% - 

更正后： 
                                                      单

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38,215,122.91 337,749,027.67 0.1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97,951,103.67 200,151,139.77 -1.0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6.04% 25.9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8.82% 37.89% -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3,502,751.44 26,327,428.67 -10.7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38,886.30 -115,157.01 394.2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4,915.04 -347,128.69 135.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817,851.03 -27,367,606.88 2.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 0.00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 0.0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7% -0.06%  

（二）、“四 附录”之“（二)  财务报表”之“1. 合并资产负债表” 

部分内容： 

更正前： 

单

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774,620.06 35,582,674.9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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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266.60 893,88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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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47,181,899.22 48,601,419.15 

预付款项 21,306,267.40 7,082,097.99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65,216.67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62,808,185.28 40,139,865.0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5,803,706.81 20,607,510.28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471,233.79 4,282,883.40 

流动资产合计 169,064,179.16 157,255,548.05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80,000.00 98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5,178,519.59 25,178,519.59 

投资性房地产  1,732,783.83 

固定资产 70,949,483.97 70,576,847.90 

在建工程 37,785,665.95 41,930,9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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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1,675.94 15,576,680.50 

开发支出   

商誉 14,065,900.29 9,775,237.34 

长期待摊费用 4,236,291.93 4,845,963.19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58,612.48 2,060,497.83 

其他非流动资产 6,218,234.01 7,901,724.01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9,324,384.16 180,559,237.20 

资产总计 338,388,563.32 337,814,785.2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3,000,000.00 40,5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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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7,778,419.57 41,151,102.07 

预收款项 8,289,809.87 8,203,180.3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371,578.76 2,303,195.65 

应交税费 1,292,719.69 5,133,992.19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8,153,526.61 4,261,991.88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34,3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30,886,054.50 102,287,7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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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095.64 25,683,6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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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负债合计 421,095.64 25,683,695.64 

负债合计 131,307,150.14 127,971,457.7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99,962,452.00 99,962,452.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67,173,630.97 69,242,011.66 

减：库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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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6,471,436.65 6,876,220.7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4,517,024.46 24,070,455.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98,124,544.08 200,151,139.77 

少数股东权益 8,956,869.10 9,692,187.7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7,081,413.18 209,843,327.4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38,388,563.32 337,814,785.25 

 

更正后：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774,620.06 35,582,674.9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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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266.60 893,880.50 

应收账款 47,181,899.22 48,601,419.15 

预付款项 21,306,267.40 7,082,097.99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65,216.67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62,808,185.28 40,139,865.0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5,803,706.81 20,607,510.28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471,233.79 4,282,883.40 

流动资产合计 169,064,179.16 157,255,548.05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80,000.00 98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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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5,005,079.18 25,112,762.01 

投资性房地产  1,732,783.83 

固定资产 70,949,483.97 70,576,847.90 

在建工程 37,785,665.95 41,930,9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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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1,675.94 15,576,680.50 

开发支出   

商誉 14,065,900.29 9,775,237.34 

长期待摊费用 4,236,291.93 4,845,963.19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58,612.48 2,060,497.83 

其他非流动资产 6,218,234.01 7,901,724.01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9,150,943.75 180,493,479.62 

资产总计 338,215,122.91 337,749,027.6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3,000,000.00 40,5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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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78,419.57 41,151,102.07 

预收款项 8,289,809.87 8,203,180.3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371,578.76 2,303,195.65 

应交税费 1,292,719.69 5,133,992.19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8,153,526.61 4,261,991.88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3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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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30,886,054.50 102,287,7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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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095.64 25,683,6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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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负债合计 421,095.64 25,683,695.64 

负债合计 131,307,150.14 127,971,457.7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99,962,452.00 99,962,452.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67,173,630.97 69,242,011.6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6,471,436.65 6,876,220.7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4,343,584.05 24,004,697.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97,951,103.67 200,085,382.19 

少数股东权益 8,956,869.10 9,692,187.7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6,907,972.77 209,777,569.8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38,215,122.91 337,749,027.67 

 

（三）、“四 附录”之“（二)  财务报表”之“3. 合并利润表” 部

分内容： 

更正前： 

单

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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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23,502,751.44 26,327,428.67 

其中：营业收入 23,502,751.44 26,327,428.67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3,610,599.52 26,951,432.68 

其中：营业成本 8,506,081.08 16,187,543.67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314,855.51 175,090.83 

销售费用 3,174,429.40 3,741,519.32 

管理费用 7,664,657.78 6,331,606.97 

财务费用 934,458.36 725,801.30 

资产减值损失 3,016,117.39 -410,1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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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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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48.08 -824,004.01 

加：营业外收入 254,595.28 336,114.28 

减：营业外支出 2,573.00 454,825.6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44,174.20 -542,715.33 

减：所得税费用 433,510.40 182,082.3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89,336.20 -724,797.69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289,336.20 -724,797.69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735,905.33 -609,640.68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46,569.13 -115,1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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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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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336.20 -724,797.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446,569.13 -115,157.0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735,905.33 -609,640.68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  0.0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  0.00  

更正后： 

单

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23,502,751.44 26,327,428.67 

其中：营业收入 23,502,751.44 26,327,428.67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3,610,599.52 26,751,432.68 

其中：营业成本 8,506,081.08 16,187,543.67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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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314,855.51 175,090.83 

销售费用 3,174,429.40 3,741,519.32 

管理费用 7,664,657.78 6,331,606.97 

财务费用 934,458.36 725,801.30 

资产减值损失 3,016,117.39 -410,1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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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82.8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254,436.47 328,646.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8,905.56 -95,358.01 

加：营业外收入 158.81 7,468.28 

减：营业外支出 2,573.00 454,825.6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6,491.37 -542,715.33 

减：所得税费用 433,510.40 182,082.3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97,019.03 -724,797.69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397,019.03 -724,797.69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735,905.33 -609,640.68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38,886.30 -115,157.01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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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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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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019.03 -724,797.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38,886.30 -115,157.0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735,905.33 -609,640.68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  0.0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  0.00  

（四）、“四 附录”之“（二)  财务报表”之“3. 母公司利润表” 部

分内容： 

更正前： 

单

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18,000,454.36 13,874,230.02 

减：营业成本 6,452,208.76 6,150,780.80 

税金及附加 233,224.24 145,383.82 

销售费用 1,129,435.53 1,673,184.23 

管理费用 3,455,747.30 3,083,007.72 

财务费用 708,491.85 572,498.75 

资产减值损失 -63,570.08 530,5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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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084,916.76 1,718,859.39 

加：营业外收入 256,246.47 332,891.00 

减：营业外支出 2,573.00 4,111.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338,590.23 2,047,639.39 

减：所得税费用 950,788.53 306,5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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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387,801.70 1,741,055.80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5,387,801.70 1,741,055.80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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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综合收益总额 5,387,801.70 1,741,055.80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5 0.0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5 0.03 

更正后： 

单

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18,000,454.36 13,874,230.02 

减：营业成本 6,452,208.76 6,150,780.80 

税金及附加 233,224.24 145,383.82 

销售费用 1,129,435.53 1,673,184.23 

管理费用 3,455,747.30 3,083,007.72 

财务费用 708,491.85 572,498.75 

资产减值损失 -63,570.08 530,5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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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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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254,436.47 328,646.00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339,353.23 2,047,505.39 

加：营业外收入 1,810.00 4,245.00 

减：营业外支出 2,573.00 4,111.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338,590.23 2,047,639.39 

减：所得税费用 950,788.53 306,583.59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387,801.70 1,741,055.80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5,387,801.70 1,741,055.80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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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综合收益总额 5,387,801.70 1,741,055.80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5 0.0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5 0.03 

二、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内容，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其他内容及数据均未修改，

且不会给公司经营业绩带来影响。更正后的《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更

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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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

表歉意。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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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国佳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9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