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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伦塑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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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伦塑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系统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了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19-031）。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议案。为更准确、更合理地进行信

息披露，公司对已披露的《2019 年半年度报告》中主要相关内容进

行更正。更正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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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披露的更正后的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0-036）。 

一、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第二节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一、盈利能力” 

更正前：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30,779,783.40 297,850,338.22 44.63% 

毛利率% 3.39% 3.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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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87,964.53 2,350,280.77 10.1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309,097.75 1,672,912.84 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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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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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1.90% - 

基本每股收益 0.04 0.04 0% 

更正后：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30,779,783.40 297,850,338.22 44.63% 

毛利率% 3.39% 3.85%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87,964.53 2,350,280.77 10.1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309,097.75 1,672,912.84 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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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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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1.90% - 

基本每股收益 0.04 0.04 0% 

“二、偿债能力” 

更正前：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28,753,805.25 232,576,976.25 -1.64% 

负债总计 112,677,300.45 118,088,060.15 -4.5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6,658,304.59 105,204,472.18 1.3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1.60 1.58 1.2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4.01% 45.5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49.26% 50.77% - 

流动比率 0.84 0.75 - 

利息保障倍数 2.39 3.43 - 

更正后：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28,753,805.25 232,576,976.25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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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计 112,677,300.45 119,013,556.15 -5.3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6,658,304.59 104,278,976.18 2.2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1.60 1.56 2.5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4.01% 46.03% - 

资产负债率%（合并） 49.26% 51.17% - 

流动比率 0.84 0.74 - 

利息保障倍数 2.39 3.43 - 

第七节 财务报告 

“二、财务报表之（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五、1 8,342,968.72 16,771,437.46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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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五、2 10,245,305.30 12,614,226.73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五、2 10,245,305.30 12,614,226.73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五、3 14,520,688.20 13,222,130.27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五、4 2,557,970.54 1,615,359.4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五、5 41,631,000.85 37,414,464.85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五、6 557,438.11 965,167.88 

流动资产合计   77,855,371.72 82,602,786.65 

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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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贷款及垫款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五、7 20,000.00 2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五、8 106,515,734.44 90,754,090.57 

在建工程 五、9 5,118,692.65 9,992,223.79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五、10 28,842,729.71 29,859,654.35 

开发支出 五、11 8,717,440.62 5,735,935.26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0,698.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五、12 656,743.24 680,255.31 

其他非流动资产 五、13 1,006,394.87 12,932,030.32 

非流动资产合计   150,898,433.53 149,974,189.60 

资产总计   228,753,805.25 232,576,976.2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五、14 57,500,000.00 57,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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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五、15 8,584,964.88 15,883,504.24 

其中：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五、15 8,584,964.88 15,883,504.24 

预收款项 五、16 12,956,567.48 15,904,732.6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五、17 1,277,059.13 1,399,518.93 

应交税费 五、18 1,853,596.61 2,928,926.33 

其他应付款 五、19 10,360,552.50 17,118,327.03 

其中：应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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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合同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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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32,740.60 110,235,009.21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五、20 16,583,791.26 4,221,099.07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五、21 3,560,650.54 3,631,833.82 

递延所得税负债 五、22 118.05 118.05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0,144,559.85 7,853,050.94 

负债合计   112,677,300.45 118,088,060.1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五、23 66,754,000.00 66,754,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五、24 18,770,014.03 18,770,014.0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五、25 3,254,852.91 3,254,852.9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五、26 17,879,437.65 16,425,605.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6,658,304.59 105,204,472.18 

少数股东权益   9,418,200.21 9,284,443.9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6,076,504.80 114,488,916.1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28,753,805.25 232,576,976.25 

更正后：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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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五、1 8,342,968.72 16,771,437.46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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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五、2 10,245,305.30 12,614,226.73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五、2 10,245,305.30 12,614,226.73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五、3 14,520,688.20 13,222,130.27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五、4 2,557,970.54 1,615,359.4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五、5 41,631,000.85 37,414,464.85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五、6 557,438.11 965,167.88 

流动资产合计   77,855,371.72 82,602,786.65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五、7 20,000.00 2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五、8 106,515,734.44 90,754,090.57 

在建工程 五、9 5,118,692.65 9,992,223.79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五、10 28,842,729.71 29,859,654.35 

开发支出 五、11 8,717,440.62 5,735,9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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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0,698.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五、12 656,743.24 680,255.31 

其他非流动资产 五、13 1,006,394.87 12,932,030.32 

非流动资产合计   150,898,433.53 149,974,189.60 

资产总计   228,753,805.25 232,576,976.2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五、14 57,500,000.00 57,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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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五、15 8,584,964.88 15,883,504.24 

其中：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五、15 8,584,964.88 15,883,504.24 

预收款项 五、16 12,956,567.48 15,904,732.6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五、17 1,277,059.13 1,399,518.93 

应交税费 五、18 1,853,596.61 2,928,926.33 

其他应付款 五、19 10,360,552.50 18,043,823.03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合同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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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32,740.60 111,160,505.21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五、20 16,583,791.26 4,221,099.07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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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五、21 3,560,650.54 3,631,833.82 

递延所得税负债 五、22 118.05 118.05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0,144,559.85 7,853,050.94 

负债合计   112,677,300.45 119,013,556.1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五、23 66,754,000.00 66,754,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五、24 18,770,014.03 18,770,014.0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五、25 3,254,852.91 3,254,852.9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五、26 17,879,437.65 15,500,109.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6,658,304.59 104,278,976.18 

少数股东权益   9,418,200.21 9,284,443.9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6,076,504.80 113,563,420.1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28,753,805.25 232,576,976.25 

“二、财务报表之（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305,641.05 2,420,565.50 

交易性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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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1 9,559,062.51 10,339,212.28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3,036,214.50 3,406,389.50 

其他应收款 十二、2 36,201,995.08 42,973,299.2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4,937,488.34 19,154,468.48 

合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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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76,040,401.48 78,293,935.02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2,155,304.44 3,017,426.27 

长期股权投资 十二、3 22,082,400.00 22,005,9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000.00 2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6,924,638.48 40,769,445.23 

在建工程  4,900,628.42 9,884,819.76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9,799,722.80 20,716,539.72 

开发支出  8,200,464.31 5,586,810.81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5,793.71 115,793.71 

其他非流动资产  457,743.14 12,701,448.1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4,656,695.30 114,818,183.64 

资产总计  190,697,096.78 193,112,118.6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7,500,000.00 57,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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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7,016.69 5,804,639.77 

预收款项  4,996,200.87 7,456,471.71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职工薪酬  703,759.84 590,986.74 

应交税费  659,506.24 1,360,257.15 

其他应付款  7,128,380.86 11,187,151.60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合同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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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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34,864.50 83,399,506.9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16,765,630.23 4,566,074.51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272,787.4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6,492,842.74 4,566,074.51 

负债合计  83,927,707.24 87,965,581.48 

所有者权益：    

股本  66,754,000.00 66,754,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8,424,983.25 18,424,983.2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254,852.91 3,254,852.9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8,335,553.38 16,712,701.0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6,769,389.54 105,146,537.1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90,697,096.78 193,112,118.66 

更正后：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305,641.05 2,420,565.50 

交易性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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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1 9,559,062.51 10,339,2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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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3,036,214.50 3,406,389.50 

其他应收款 十二、2 36,201,995.08 42,973,299.2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4,937,488.34 19,154,468.48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76,040,401.48 78,293,935.02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2,155,304.44 3,017,426.27 

长期股权投资 十二、3 22,082,400.00 22,005,9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000.00 2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6,924,638.48 40,769,445.23 

在建工程  4,900,628.42 9,884,819.76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9,799,722.80 20,716,539.72 

开发支出  8,200,464.31 5,586,810.81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5,793.71 115,793.71 

其他非流动资产  457,743.14 12,701,448.1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4,656,695.30 114,818,183.64 

资产总计  190,697,096.78 193,112,118.6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7,500,000.00 57,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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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7,016.69 5,804,63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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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项  4,996,200.87 7,456,471.71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职工薪酬  703,759.84 590,986.74 

应交税费  659,506.24 1,360,257.15 

其他应付款  7,128,380.86 12,112,647.60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合同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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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34,864.50 84,325,002.9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16,765,630.23 4,566,074.51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272,787.4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6,492,842.74 4,566,074.51 

负债合计  83,927,707.24 88,891,077.48 

所有者权益：    

股本  66,754,000.00 66,754,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8,424,983.25 18,424,983.2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254,852.91 3,254,852.9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8,335,553.38 15,787,205.0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6,769,389.54 104,221,041.1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90,697,096.78 193,112,118.66 

“财务报表附注之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 19、其他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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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更正前： 

项目 2019.6.30 2018.12.31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360,552.50 17,118,327.03 

合  计 10,360,552.50 17,118,327.03 

更正后： 

项目 2019.06.30 2018.12.31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925,496.00 

其他应付款 10,360,552.50 17,118,327.03 

合  计 10,360,552.50 18,043,823.03 

②应付股利 

项  目 2019.06.30 2018.12.31 

应付股利  925,496.00 

合  计  925,496.00 

 “财务报表附注之十三、补充资料之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

收益” 

更正前：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44% 0.04 0.04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2.18% 0.02 0.02 

更正后：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46% 0.04 0.04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2.21% 0.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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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指定系统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了《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公告

编号：2019-031）其余内容均未发生变化，更正后的《2019 年半年

度报告（更正后）》（公告编号：2020-036）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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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伦塑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5 月 8 日      

http://www.neeq.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