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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富仕德体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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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摘要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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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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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三项 3.2中“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不

适用”填写错误； 

二、 更正后的具体内容 

（1）、更正前：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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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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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布了《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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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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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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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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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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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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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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更正前：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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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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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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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28,584.18  27,841,0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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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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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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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