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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875        证券简称：富仕德         主办券商：华安证券 

 

芜湖富仕德体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0年 4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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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

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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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三节、一、盈利能力”中本期毛利率填写错误； 

（2）、“第三节、八”中“会计数据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不适用”

填写错误； 

（3）、“第四节、二、（二）、2、（1）利润构成”中本期：“营业

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毛利率”填写错误； 

（4）、“第四节、二、（二）、2、（2）收入构成”中本期“主营业

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变动比率”填写错误； 

（5）“第四节、（五）”中“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

差错更正不适用” 填写错误； 

（6）、“第十一节、二、（三）合并利润表”中“2019 年营业成

本”填写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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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eeq.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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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更正后的具体内容 

（1）、更正前： 

单位：元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00,781,934.95 108,094,598.08 -6.77% 

毛利率% 14.54% 17.36%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3,892.93 4,210,822.32 -128.5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74,035.49 3,523,409.45 -1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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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9.2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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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7.77% - 

基本每股收益 -0.04 0.15 -126.67% 

 

更正后：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00,781,934.95 108,094,598.08 -6.77% 

毛利率% 15.50% 17.36%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3,892.93 4,210,822.32 -128.5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74,035.49 3,523,409.45 -1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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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9.2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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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7.77% - 

基本每股收益 -0.04 0.15 -126.67% 

 

（2） 、更正前： 

会计数据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其他原因  (空)  √不适用 

 

更正后： 

会计数据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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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其他原因  (空)  □不适用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账款及应收

票据 

27,617,130.4

1 

 20,794,722.26  

应收账款  37,617,130.41  20,794,722.26 

应收票据  0.00  0.00 

应付账款及应付

票据 

29,628,584.18  27,841,094.39  

应付账款  24,800,092.18  26,029,759.39 

应付票据  4,828,492.00  1,811,335.00 

短期借款 22,400,000.00 22,464,875.76 19,000,000.00 19,000,000.00 

其他应付款 484,723.11 416,944.57 1,511,430.96 1,511,430.96 

长期借款 2,000,000.00 2,002,902.78 2,000,000.00 2,000,000.00 

 

（3）、更正前：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本期与上年同期

金额变动比例% 金额 

占营业

收入的

比重% 

金额 

占营业

收入的

比重% 

营业收入 100,781,934.95 - 108,094,598.08 - -6.77% 

营业成本 86,124,951.85 85.46% 89,332,576.93 82.64% -3.59% 

毛利率 15.50% - 17.36% - - 

销售费用 5,599,817.52 5.56% 4,317,334.96 3.99% 29.71% 

管理费用 3,611,657.48 3.58% 3,171,730.82 2.93% 13.87% 

研发费用 3,510,896.96 3.48% 5,523,573.26 5.11% -36.44% 

财务费用 340,970.16 0.34% 2,206,966.89 2.04% -84.55% 

信用减值损

失 

-3,954,284.77 -3.92%  0.55% 469.60% 

资产减值损

失 

- 1.11% -279,734.18 -0.26% 23.10% 

其他收益 1,068,300.00 1.06% 1,197,600.00 0.00% -10.80% 

投资收益  -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0 0.00% 0 0.00%  

资产处置收

益 

-81,691.70 -0.08% -6,046.04 -0.01% -1,251.16% 

汇兑收益 -  -   

营业利润 -1,374,035.49 -1.36% 4,454,235.00 4.12% -130.85% 

营业外收入 338,079.38 0.34% 300,000.00 0.28% 12.69% 

营业外支出 1,900.00 0.00% 15,403.00 0.01% -87.66% 

净利润 -1,203,892.93 -1.19% 4,210,822.32 3.90% -1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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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后：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本期与上年同期

金额变动比例% 金额 

占营业

收入的

比重% 

金额 

占营

业收

入的

比重% 

营业收入 100,781,934.95 - 108,094,598.08 - -6.77% 

营业成本 85162706.75 84.50% 89,332,576.93 82.6

4% 

-3.59% 

毛利率 15.50% - 17.36% - - 

销售费用 5,599,817.52 5.56% 4,317,334.96 3.99% 29.71% 

管理费用 3,611,657.48 3.58% 3,171,730.82 2.93% 13.87% 

研发费用 3,510,896.96 3.48% 5,523,573.26 5.11% -36.44% 

财务费用 340,970.16 0.34% 2,206,966.89 2.04% -84.55% 

信用减值损

失 

-3,954,284.77 -3.92%  0.55% 469.60% 

资产减值损

失 

- 1.11% -279,734.18 -0.26% 23.10% 

其他收益 1,068,300.00 1.06% 1,197,600.00 0.00% -10.80% 

投资收益  -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0 0.00% 0 0.00%  

资产处置收

益 

-81,691.70 -0.08% -6,046.04 -0.01% -1,251.16% 

汇兑收益 -  -   

营业利润 -1,374,035.49 -1.36% 4,454,235.00 4.12% -130.85% 

营业外收入 338,079.38 0.34% 300,000.00 0.28% 12.69% 

营业外支出 1,900.00 0.00% 15,403.00 0.01% -87.66% 

净利润 -1,203,892.93 -1.19% 4,210,822.32 3.90% -128.59% 

 

（4）、更正前：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 100,397,551.34 107,538,123.36 -6.64% 

其他业务收入 384,383.61 556,474.72 -30.93% 

主营业务成本 84,967,697.21 87,325,183.64 -2.19% 

其他业务成本 195,009.54 505,036.93 -61.39% 

 

更正后：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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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收入 100,397,551.34 107,538,123.36 -6.64% 

其他业务收入 384,383.61 556,474.72 -30.93% 

主营业务成本 84,918,681.59 87,325,183.64 -2.76% 

其他业务成本 244,025.16 505,036.93 -51.68% 

（5）、更正前：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更正后：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2019〕

6 号)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和企

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

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7,617,130.41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7,617,130.4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9,628,584.18 
应付票据 4,828,492.00 

应付账款 24,800,092.18 

2。本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

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

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

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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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

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租赁应收款。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 2019年 1 月 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补短期借

款、长期借款等的影响（2） 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

准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表： 

项  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贷款和应收款

项 
17,288,440.8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17,288,440.84 

应收账款 
贷款和应收款

项 
27,617,130.4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27,617,130.41 

其他应收款 
贷款和应收款

项 
612,213.83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612,213.83 

短期借款 其他金融负债 22,4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

债 
22,464,875.76 

应付票据 其他金融负债 4,828,492.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

债 
4,828,492.00 

应付账款 其他金融负债 24,800,092.18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

债 
24,800,092.18 

其他应付款 其他金融负债 484,723.1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

债 
416,944.57 

长期借款 其他金融负债 2,00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

债 
2,002,902.78 

 

（3）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

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2018

年 12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

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2019

年 1 月 1 日） 

A. 金融资产 

a. 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17,288,440.84     17,288,440.84 

应收账款 27,617,130.41     27,617,130.41 

其他应收款 612,213.83     612,2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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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融资产 45,517,785.08     45,517,785.08 

B. 金融负债 

a. 摊余成本 

短期借款 22,400,000.00 64,875.76   22,464,875.76 

应付票据 4,828,492.00     4,828,492.00 

应付账款 24,800,092.18     24,800,092.18 

其他应付款 484,723.11 -67,778.54   416,944.57 

长期借款 2,000,000.00 2,902.78   2,002,902.78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融负债 54,513,307.29     54,513,307.29 

 

（4） 2019年 1月 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损失准备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准备/按

或有事项准则确认的预计负债（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

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

准备（2019 年 1 月 1 日） 

应收账款 2,111,032.02     2,111,032.02 

其他应收

款 
58,642.83     58,642.83 

合  计 2,169,674.85     2,169,674.85 

 

3。本公司自 2019年 6月 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自 2019年 6 月 17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该

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6）、更正前： 

项目 附注 2019年 2018 年 

一、营业总收入  100,781,934.95 108,094,598.08 

其中：营业收入  100,781,934.95 108,094,598.0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99,188,293.97 104,552,182.86 

其中：营业成本  86,124,951.85 89,332,576.93 

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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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962,245.10 1,502,356.36 

销售费用  5,599,817.52 4,317,334.96 

管理费用  3,611,657.48 3,171,730.82 

研发费用  3,510,896.96 5,523,573.26 

财务费用  340,970.16 2,206,966.89 

其中：利息费用  1,245,281.36 1,196,473.48 

利息收入  76,531.47 103,044.03 

加：其他收益  1,068,300.00 1,19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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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0 0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3,954,284.77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 -279,734.18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81,691.70 -6,046.04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374,035.49 4,454,235.00 

加：营业外收入  338,079.38 30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1,900.00 15,403.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1,037,856.11 4,738,832.00 

减：所得税费用  166,036.82 528,009.6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203,892.93 4,210,8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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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亏损以“-”号

填列） 

 -1,203,892.93 4,210,8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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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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1,203,892.93 4,210,822.32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

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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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  

（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额 

   

（5）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损益 

 -  

（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其他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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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892.93 4,210,822.32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1,203,892.93 4,210,822.32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5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5 

 

更正后： 



公告编号：2021-023 

项目 附注 2019年 2018 年 

一、营业总收入  100,781,934.95 108,094,598.08 

其中：营业收入  100,781,934.95 108,094,598.0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99,188,293.97 104,552,182.86 

其中：营业成本  85162706.75 89,332,576.93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962,245.10 1,502,356.36 

销售费用  5,599,817.52 4,317,334.96 

管理费用  3,611,657.48 3,171,730.82 

研发费用  3,510,896.96 5,523,573.26 

财务费用  340,970.16 2,206,966.89 

其中：利息费用  1,245,281.36 1,196,473.48 

利息收入  76,531.47 103,044.03 

加：其他收益  1,068,300.00 1,19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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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0 0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3,954,284.77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 -279,734.18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81,691.70 -6,046.04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374,035.49 4,454,235.00 

加：营业外收入  338,079.38 30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1,900.00 15,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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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1,037,856.11 4,738,832.00 

减：所得税费用  166,036.82 528,009.6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203,892.93 4,210,8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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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亏损以“-”号

填列） 

 -1,203,892.93 4,210,8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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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1,203,892.93 4,210,822.32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

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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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  

（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额 

   

（5）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损益 

 -  

（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其他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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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892.93 4,210,8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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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1,203,892.93 4,210,822.32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5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5 

 

三、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外，原公告内容未发生变化。 

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芜湖富仕德体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