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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2337        证券简称：卓奥科技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浙江卓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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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更正概述 

浙江卓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及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及会计业务问答（三）》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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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真实、完整、公允地反映公司实际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涉及业绩承诺、超额分配利润等事项。 

 

四、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出具了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详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http://www.neeq.com.cn/）的《浙江卓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期重大会计差错

更正的专项说明（大华核字[2021]003734 号）》。 

 

五、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能够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核算更为准确、合理，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六、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的影响 

（一）采用追溯调整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公司对 2018 年度、2019

年度财务报表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并对 2018 年度、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

了追溯调整。 

 

前期会计差错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主要数据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138,947,615.22 -727,158.71 138,220,456.51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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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78,543,127.04 2,099,139.71 80,642,266.75 2.67% 

未分配利润 26,380,005.01 -2,589,692.31 23,790,312.70 -9.82%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合

计 

60,404,488.18 -2,826,298.42 57,578,189.76 -4.68% 

少数股东权益 -  -    - - 

所有者权益合

计 
60,404,488.18 -2,826,298.42 57,578,189.76 -4.6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扣非前） 

29.22% 1.08% 30.30% -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扣非后） 

36.02% 2.22% 38.24% - 

营业收入 129,952,537.31 -1,563,197.13 128,389,340.18 -1.20% 

净利润 17,440,838.55 -1,577,833.81 15,863,004.74 -9.05% 

其中：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扣

非前） 

17,440,838.55 -1,577,833.81 15,863,004.74 -9.05% 

其中：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扣

非后） 

21,499,248.03 -1,479,905.51 20,019,342.52 -6.88% 

少数股东损益 - - - - 

应收票据 - 17,827,582.00 17,827,582.00 - 

应收账款 47,882,893.75 -62,022.53 47,820,871.22 -0.13% 

应收款项融资 21,693,004.34 -14,647,582.00 7,045,422.34 -67.52% 

预付款项 984,533.98 -934,932.24 49,601.74 -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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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17,530,682.17 -3,630,609.12 13,900,073.05 -20.71% 

其他流动资产 - 19,571.34 19,571.34 - 

固定资产 30,320,945.55 124,769.84 30,445,715.39 0.41% 

长期待摊费用 - 345,346.38 345,346.38 - 

递延所得税资

产 
848,358.59 85,201.69 933,560.28 10.04% 

其他非流动资

产 
14,000.00 145,515.93 159,515.93 1039.40% 

应付账款 39,211,001.39 163,502.11 39,374,503.50 0.42% 

应付职工薪酬 2,953,698.33 -1,154,530.15 1,799,168.18 -39.09% 

应交税费 1,756,905.45 -295,816.81 1,461,088.64 -16.84% 

其他应付款 885,735.79 178,777.45 1,064,513.24 20.18% 

其他流动负债 - 3,180,000.00 3,180,000.00 - 

递延所得税负

债 
- 27,207.11 27,207.11 - 

其他综合收益 - 154,173.60 154,173.60 - 

盈余公积 5,356,249.67 -390,779.71 4,965,469.96 -7.30% 

营业成本 88,592,599.36 -142,957.84 88,449,641.52 -0.16% 

税金及附加 1,031,514.30 2,393.10 1,033,907.40 0.23% 

销售费用 2,757,166.66 -767,596.60 1,989,570.06 -27.84% 

管理费用 15,468,239.29 280,046.59 15,748,285.88 1.81% 

研发费用 6,060,693.80 94,224.55 6,154,918.35 1.55% 

财务费用 3,055,260.51 -99,111.12 2,956,149.39 -3.24% 

其他收益 6,468,624.11 -115,141.46 6,353,482.65 -1.78% 

投资收益 - -99,111.12 -99,111.12 - 

信用减值损失 297,294.19 -181,475.95 115,818.24 -61.04% 

资产减值损失 - -296,380.89 -296,380.89 - 

所得税费用 2,250,494.69 -44,471.42 2,206,023.27 -1.98% 

销售商品、提 130,527,719.89 2,555,024.32 133,082,744.21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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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

还 
4,151,262.14 137,317.60 4,288,579.74 3.31% 

收到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9,442,234.72 -3,601,906.17 5,840,328.55 -38.15% 

支付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6,200,019.81 628,498.06 6,828,517.87 10.14% 

分配股利、利

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23,892,974.17 -1,538,062.31 22,354,911.86 -6.44% 

非经常性损益 -4,058,409.48 -98,199.22 -4,156,608.70 2.42% 

基本每股收益 0.8353 -0.08 0.76 -9.58% 

稀释每股收益 0.8353 -0.08 0.76 -9.58%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

润计算的基本

每股收益 

1.0297 -0.07 0.96 -6.80%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

润计算的稀释

每股收益 

1.0297 -0.07 0.96 -6.80%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8 年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149,632,149.58 6,518,852.53 156,151,002.11 4.36% 

负债合计 93,448,009.95 7,921,490.74 101,369,500.69 8.48% 

未分配利润 31,563,250.32 -1,169,641.89 30,393,608.43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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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合

计 

56,184,139.63 -1,402,638.21 54,781,501.42 -2.50% 

少数股东权益 - - - - 

所有者权益合

计 
56,184,139.63 -1,402,638.21 54,781,501.42 -2.5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扣非前） 

58.77% -3.7% 55.07% -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扣非后） 

52.89% -3.76% 49.13% - 

营业收入 140,931,060.85 -72,210.59 140,858,850.26 -0.05% 

净利润 25,519,835.29 -1,866,300.7 23,653,534.59 -7.31% 

其中：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扣

非前） 

25,519,835.29 -1,866,300.7 23,653,534.59 -7.31% 

其中：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扣

非后） 

22,968,205.84 -1,866,300.7 21,101,905.14 -8.13% 

少数股东损益 - - - - 

货币资金 20,172,217.02 -4,093,086.63 16,079,130.39 -20.29% 

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72,123,254.47 12,816,613.27 84,939,867.74 17.77% 

预付款项 261,394.70 -135,065.45 126,329.25 -51.67% 

存货 17,596,452.33 -2,119,156.42 15,477,295.91 -12.04% 

固定资产 31,213,021.35 -99,382.47 31,113,638.88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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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待摊费用 - 108,199.96 108,199.96 - 

递延所得税资

产 
892,952.72 40,730.27 933,682.99 4.56% 

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 
54,918,132.20 170,997.63 55,089,129.83 0.31% 

应付职工薪酬 4,159,872.57 -738,655.78 3,421,216.79 -17.76% 

应交税费 5,176,064.97 -298,209.91 4,877,855.06 -5.76% 

其他流动负债 - 8,787,358.80 8,787,358.80 - 

盈余公积 3,612,165.81 -232,996.32 3,379,169.49 -6.45% 

营业成本 94,094,250.43 2,037,054.81 96,131,305.24 2.16% 

税金及附加 1,159,163.14 -555.03 1,158,608.11 -0.05% 

销售费用 3,069,588.60 -598,815.12 2,470,773.48 -19.51% 

管理费用 8,950,011.77 37,149.94 8,987,161.71 0.42% 

研发费用 7,038,326.52 88,450.64 7,126,777.16 1.26% 

资产减值损失 1,362,306.35 271,535.14 1,633,841.49 19.93% 

所得税费用 3,761,796.76 -40,730.27 3,721,066.49 -1.08%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96,439,682.05 -5,922,750.51 90,516,931.54 -6.14% 

收到的税费返

还 
3,861,487.90 137,317.60 3,998,805.50 3.56% 

收到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3,191,577.06 -137,317.60 3,054,259.46 -4.30% 

支付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16,457,912.38 -4,093,086.63 12,364,825.75 -24.87% 

分配股利、利

润或偿付利息
3,848,802.06 -1,829,663.88 2,019,138.18 -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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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现金 

基本每股收益 1.2222 -0.09 1.13 -7.36% 

稀释每股收益 1.2222 -0.09 1.13 -7.36%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

润计算的基本

每股收益 

1.1 -0.09 1.01 -8.18%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

润计算的稀释

每股收益 

1.1 -0.09 1.01 -8.18% 

项目 
2017年 12 月 31 日和 2017 年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113,456,495.74 13,713,167.17 127,169,662.91 12.09% 

负债合计 82,792,191.40 13,249,504.68 96,041,696.08 16.00% 

未分配利润 8,595,398.56 510,028.74 9,105,427.30 5.93%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合

计 

30,664,304.34 463,662.49 31,127,966.83 1.51% 

少数股东权益 -  -    - - 

所有者权益合

计 
30,664,304.34 463,662.49 31,127,966.83 1.5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扣非前） 

55.56% 1.39% 56.95% -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扣非后） 

54.35% 1.40% 55.75% - 

营业收入 118,234,591.00  -    118,234,59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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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3,333,823.89 463,662.49 13,797,486.38 3.48% 

其中：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扣

非前） 

13,333,823.89 463,662.49 13,797,486.38 3.48% 

其中：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扣

非后） 

13,043,660.26 463,662.49 13,507,322.75 3.55% 

少数股东损益 - - - - 

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52,732,788.17 13,781,935.00 66,514,723.17 26.14% 

预付款项 456,883.61 50,000.00 506,883.61 10.94% 

存货 17,082,314.49 -118,767.83 16,963,546.66 -0.70% 

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 
33,276,660.44 5,445.00 33,282,105.44 0.02% 

应付职工薪酬 2,864,397.54 -240,220.44 2,624,177.10 -8.39% 

应交税费 5,377,871.07 -297,654.88 5,080,216.19 -5.53% 

盈余公积 1,060,182.28 -46,366.25 1,013,816.03 -4.37% 

其他流动负债 - 13,781,935.00 13,781,935.00 - 

营业成本 78,292,301.51 74,212.83 78,366,514.34 0.09% 

税金及附加 1,005,662.14 -4,961.90 1,000,700.24 -0.49% 

管理费用 9,859,684.58 -240,220.44 9,619,464.14 -2.44% 

所得税费用 2,409,481.61 -292,692.98 2,116,788.63 -12.15%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70,031,485.41 -293,387.23 69,738,098.18 -0.42% 

分配股利、利

润或偿付利息
2,686,559.08 -293,387.23 2,393,171.85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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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现金 

基本每股收益 0.6386 0.02 0.66 3.13% 

稀释每股收益 0.6386 0.02 0.66 3.13%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

润计算的基本

每股收益 

0.6247 0.03 0.65 4.80%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

润计算的稀释

每股收益 

0.6247 0.03 0.65 4.80% 

 

七、备查文件目录 

《浙江卓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浙江卓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019 年年度报告（更正后）》 

《2018 年年度报告（更正后）》 

《浙江卓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大华核字

[2021]003734 号）》 

 

 

 

 

浙江卓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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