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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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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下述差错更正事项涉及的财务报告期间：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度。更正情况如下： 

（1）2017 年 12 月 22 日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维

泰股份）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简称建发公司）签署了关

于新疆朗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朗坤房产）《产（股）权转让协议书》，朗

坤房产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评估价由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朗坤房产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基准日评估报告，净资

产评估值 549,866,422.16 元。 

在股权转让过程中，维泰股份与建发公司双方均认为评估值不准确，并于

2017 年 12 月底签署了《补充协议书》，其中约定：“3.股权价值调整机制”、“4.

债权债务处理方案”对股权交割日后发生且未纳入股权交割日负债约定，涉及交

割日前相关项目所承担的成本费用,由股权转让方维泰股份予以承担与补偿。为

此，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至今，建发公司仍有 1.56 亿的股权转让款未向我

公司支付。 

双方经过多次商议及复核，最终于 2021 年 4 月达成一致意见，由新疆天合

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针对股权价值所涉及朗坤房产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出

具了追溯评估报告，根据该追溯评估报告，2017 年 12 月 31 日朗坤房产股东全

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400,974,995.75 元，需调减朗坤房产 2016 年 12 月 31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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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148,891,426.41 元。 

由于该事项 2017 年股权转让时已经存在，我公司 2017 年年报时应合理预估

对股权转让价款的调整金额及对会计报表的影响，因此将调减金额

148,891,426.41 元追溯调整至 2017 年，调减对建发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及相应的坏

账准备、所得税。 

（2）公司在 2019 年 12 月与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就 2017 年转让欣泰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事项达成事实确认书，对因转

让时点欣泰瑞公司账面长期摊待费用所涉及的房屋因无产权无法改造停业造成

的损失，由维泰公司承担，并退还欣泰瑞公司过渡期损益，合计冲减 2019 年度

投资收益 8,682,619.80 元。  

（3）2016 年 6 月，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建设局（交通局、

人防办）作为合同甲方，与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乙方）

签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2015 年政府投资计划实施项目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简称“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由乌鲁

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管委会（区政府）授权甲方作为项目实施机构，

代表政府与社会资本方（即乙方）签订该合同，双方就涉及交通设置、市政建设、

社会事业等方面的 36 个子项目开展合作。社会资本主体负责项目的投资、融资、

建设、运营、和移交，并根据合同约定，以政府付费形式获得收益：“政府付费

总额=可用性服务费+运维绩效服务费：可用性服务费=建设投资+融资成本+税费

+合理回报+其它支出，运维绩效服务费=维护养护成本+税费+其他及合理回报”。

按照合同约定，甲方应自 2017 年开始，每年 12 月 31 前完成当年政府付费支付

额，具体支付比例为 2017 年末前支付 40%，2018 年末前支付 30%，2019 年末

前支付 30%，公司按照合同及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建设局（交

通局、人防办）的综合回报确认函在 2016 至 2018 年度确认了合理回报

94,373,475.16 元，综合回报确认函中明确具体付款事项另行约定， 2017 年末该

项目未能完成 PPP 项目入库程序，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收到合理回报， 2018 年

政府对 PPP 项目的合规性进行清理，该项目办理入库已不可能，继续以 PPP 项

目运营不具有可行性。经公司多次催款，被告知该项目实质上变更为一般施工项

目，政府又将该项目的工程欠款纳入政府长期债务平台中进行还款，对综合回报



公告编号：2021-029 

款如何支付政府方未能给予答复。我公司业务部门在知悉综合回报款回收性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情况下，未能与财务部门充分沟通评估该事项，造成 2018 年度报

表中未能充分估计该事项的影响，因此作为会计差错，追溯调整 2018 年度会计

报表，公司将长期应收款-综合回报冲回，同时调整了未分配利润及相应应交税

费。 

（4 ）公司发现存在 2019 年报表中存货余额中部分项目已竣工并实际交付

的工程施工余额未及时结转至应收账款并计提相应的预期信用损失，以及未调整

的跨期收入和成本、2020 年度补发 2019 年度奖金等事项造成资产、负债、所有

者权益、损益等报表项目不准确的问题，从而调整 2019 会计年度的应收账款、

存货、其他流动资产、长期应收款、递延所得税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应付账

款、预收款项、应交税费、应付职工薪酬、其他流动负债、未分配利润、营业收

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报表项目。 

（5）其他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其他流动资产、存货、短期借款、预

收款项、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应付债券、长期借款、其他流动负债主要系

重分类调整，以及一些小额跨期及核算错误等事项的差错更正。 

公司对上述差错更正事项调整影响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盈余公积、未分配利

润、所的税费用等科目相应的进行了追溯调整。 

不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出现有层级的风险。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1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

权 0 票,回避 0 票。 

2021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

权 0 票,回避 0 票。 

该议案已提交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合理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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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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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是对公司实际经营状态的客观反映，使

公司的会计核算更符合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更正事项追溯调整仅影响报告期上期末及可比期间财务数据，不影

响报告期数据，不涉及业绩承诺、超额分配利润等事项。 

董事会同意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四、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我们认为，维泰股份编制的《前期重大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已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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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

关披露》等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维泰股份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情况。 

 

五、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

规定和公司章程，依据充分，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能够更加真实、完

整、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公司治理、财务规范、内部控制

无影响，能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有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

质量，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六、独立董事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和公司章程，依据充分，对公司治理、财务规范、内部控制问题无影响。独立

董事与公司审计会计师进行了充分沟通，本次更正及追溯调整有利于提高公司会

计信息质量，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我们一致同意对以前年度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相关项目数据进行追

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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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的影响 

（一）采用追溯调整法 

（1）2017 年 12 月 22 日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维

泰股份）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发展总公司（简称建发公司）签署了关

于新疆朗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朗坤房产）《产（股）权转让协议书》，朗

坤房产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评估价由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朗坤房产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基准日评估报告，净资

产评估值 549,866,422.16 元。 

在股权转让过程中，维泰股份与建发公司双方均认为评估值不准确，并于

2017 年 12 月底签署了《补充协议书》，其中约定：“3.股权价值调整机制”、“4.

债权债务处理方案”对股权交割日后发生且未纳入股权交割日负债约定，涉及交

割日前相关项目所承担的成本费用,由股权转让方维泰股份予以承担与补偿。为

此，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至今，建发公司仍有 1.56 亿的股权转让款未向我

公司支付。 

双方经过多次商议及复核，最终于 2021 年 4 月达成一致意见，由新疆天合

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针对股权价值所涉及朗坤房产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出

具了追溯评估报告，根据该追溯评估报告，2017 年 12 月 31 日朗坤房产股东全

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400,974,995.75 元，需调减朗坤房产 2016 年 12 月 31 评估

净资产 148,891,426.41 元。 

由于该事项 2017 年股权转让时已经存在，我公司 2017 年年报时应合理预估

对股权转让价款的调整金额及对会计报表的影响，因此将调减金额

148,891,426.41 元追溯调整至 2017 年，调减对建发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及相应的坏

账准备、所得税。 

（2）公司在 2019 年 12 月与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就 2017 年转让欣泰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事项达成事实确认书，对因转

让时点欣泰瑞公司账面长期摊待费用所涉及的房屋因无产权无法改造停业造成

的损失，由维泰公司承担，并退还欣泰瑞公司过渡期损益，合计冲减 2019 年度

投资收益 8,682,619.80 元。  

（3）2016 年 6 月，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建设局（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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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办）作为合同甲方，与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同乙方）

签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2015 年政府投资计划实施项目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简称“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由乌鲁

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管委会（区政府）授权甲方作为项目实施机构，

代表政府与社会资本方（即乙方）签订该合同，双方就涉及交通设置、市政建设、

社会事业等方面的 36 个子项目开展合作。社会资本主体负责项目的投资、融资、

建设、运营、和移交，并根据合同约定，以政府付费形式获得收益：“政府付费

总额=可用性服务费+运维绩效服务费：可用性服务费=建设投资+融资成本+税费

+合理回报+其它支出，运维绩效服务费=维护养护成本+税费+其他及合理回报”。

按照合同约定，甲方应自 2017 年开始，每年 12 月 31 前完成当年政府付费支付

额，具体支付比例为 2017 年末前支付 40%，2018 年末前支付 30%，2019 年末

前支付 30%，公司按照合同及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建设局（交

通局、人防办）的综合回报确认函在 2016 至 2018 年度确认了合理回报

94,373,475.16 元，综合回报确认函中明确具体付款事项另行约定， 2017 年末该

项目未能完成 PPP 项目入库程序，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收到合理回报， 2018 年

政府对 PPP 项目的合规性进行清理，该项目办理入库已不可能，继续以 PPP 项

目运营不具有可行性。经公司多次催款，被告知该项目实质上变更为一般施工项

目，政府又将该项目的工程欠款纳入政府长期债务平台中进行还款，对综合回报

款如何支付政府方未能给予答复。我公司业务部门在知悉综合回报款回收性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情况下，未能与财务部门充分沟通评估该事项，造成 2018 年度报

表中未能充分估计该事项的影响，因此作为会计差错，追溯调整 2018 年度会计

报表，公司将长期应收款-综合回报冲回，同时调整了未分配利润及相应应交税

费。 

（4 ）公司发现存在 2019 年报表中存货余额中部分项目已竣工并实际交付

的工程施工余额未及时结转至应收账款并计提相应的预期信用损失，以及未调整

的跨期收入和成本、2020 年度补发 2019 年度奖金等事项造成资产、负债、所有

者权益、损益等报表项目不准确的问题，从而调整 2019 会计年度的应收账款、

存货、其他流动资产、长期应收款、递延所得税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应付账

款、预收款项、应交税费、应付职工薪酬、其他流动负债、未分配利润、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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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报表项目。 

（5）其他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其他流动资产、存货、短期借款、预

收款项、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应付债券、长期借款、其他流动负债主要系

重分类调整，以及一些小额跨期及核算错误等事项的差错更正。 

公司对上述差错更正事项调整影响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盈余公积、未分配利

润、所的税费用等科目相应的进行了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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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3,713,800.15 
-376,173,

285.37 

11,677,5

40,514.7

8 

-3.12% 

负债合计 8,660,984,487.34 
-45,328,1

59.80 

8,615,65

6,327.54 
-0.52% 

未分配利润 1,906,562,241.14 
-313,520,

923.49 

1,593,04

1,317.65 
-16.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3,371,511,781.10 

-330,160,

157.41 

3,041,35

1,623.69 
-9.79% 

少数股东权益 21,217,531.71 
-684,968.

16 

20,532,5

63.55 
-3.23% 

所有者权益合计 3,392,729,312.81 
-330,845,

125.57 

3,061,88

4,187.24 
-9.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

非前） 
4.89% -0.72% 4.1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

非后） 
4.77% -0.72% 4.05% - 

营业收入 3,877,775,705.30 -20,539,2 3,857,23 -0.53% 



公告编号：2021-029 

50.02 6,455.28 

净利润 162,827,820.85 
-36,801,2

72.93 

126,026,

547.92 
-22.60%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扣非前） 
160,726,334.68 

-36,357,5

04.77 

124,368,

829.91 
-22.62%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扣非后） 
157,154,736.05 

-36,353,0

22.85 

120,801,

713.20 
-23.13% 

少数股东损益 2,101,486.17 
-443,768.

16 

1,657,71

8.01 
-21.12%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

会议决议》； 

（二）与会监事签字确认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 

（三）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

[2020]006242 号） 

 

 

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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