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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福装备（武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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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福装备（武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编制 2020

年年度财务报告过程中，发现公司 2018-2019 年度财务报告存在会

计差错。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和差错更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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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修订）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对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月 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使公司会计核算更准确、合理，能够更加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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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反映公司实际经营状况，使公司财务报表更符合审慎性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前期会计差错进

行更正及对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四、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差错更正事项出

具了专项说明，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的《关于捷福装备（武汉）股份有

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中喜专审字

[2021]第[2021]第 00999号） 

 

五、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使公司会计核算更准确、合理，能够更加准

确的反映公司实际经营状况，使公司财务报表更符合审慎性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且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决议程序合

法合规，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六、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的影响 

（一）采用追溯调整法 

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及公司会计政策，对 2019 年度审计工作中审计机构出具保留意见事

项进行了梳理、核实，对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重述，主要调

整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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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将2019年及以前年度已发出或领用原材料结转至2019年

及以前年度营业成本。此项差错更正影响2019年末存货

-3,703,527.09元，影响2019年未分配利润-3,703,527.09元。 

2、公司将原控股子公司ISI意大利有限责任公司已资本化的无形

资产转回核销，并转回原已计提摊销及摊销抵税等往来项目。此项差

错更正影响2019年末其他应收款-1,358,635.57元，影响2019年末无

形资产-1,773,198.31元，影响2019年度研发费用-1,562,040.31元，

影响2019年度管理费用-603,564.20元，影响2019年度信用减值损失

71,652.61元，影响2019年未分配利润-2,778,437.68元，影响2019

年末其他综合收益2,305,000.58元，影响2019年末少数股东权益

-2,658,396.78元。 

3、公司将对原控股子公司ISI意大利有限责任公司存货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10,160,150.00元。此项差错更正影响2019年末存货

-10,160,150.00元，影响2019年末资产减值损失-10,180,820.00元，

影响2019年末外币报表折算差额人名币20,6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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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05,747.22 -16,995,510.97 135,110,236.25 -23.15% 

负债合计 123,761,809.64 - 123,761,809.64 - 

未分配利润 -35,127,502.91 -16,662,784.77 -51,790,287.68 -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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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34,848,102.78 -14,337,114.19 20,510,988.59 -41.14% 

少数股东权益 -6,504,165.20 -2,658,396.78 -9,162,561.98 -40.87%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343,937.58 -16,995,510.97 11,348,426.61 -59.9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扣非

前） 

-51.78% -33.97% -85.75% -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扣非

后） 

-51.80% -33.98% -85.78% - 

营业收入 159,802,621.81 - 159,802,621.81 - 

净利润 -27,671,903.45 -7,943,562.87 -35,615,466.32 -29.22% 

其中：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扣非前） 

-25,441,599.36 -6,354,850.29 -31,796,449.65 -24.98% 

其中：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扣非后） 

-26,417,734.00 -5,388,343.01 -31,806,077.01 -20.40% 

少数股东损益 -2,230,304.09 -1,588,712.58 -3,819,016.67 -71.23% 

存货 65,515,701.68 -13,863,677.09 51,652,024.59 -21.16% 

其他应收款 4,389,833.96 -1,358,635.57 3,031,198.39 -30.95% 

流动资产合计 138,116,687.67 -15,222,312.66 122,894,375.01 -21.78% 

无形资产 3,523,262.30 -1,773,198.31 1,750,063.99 -50.33% 

其他非流动资产

合计 
13,989,059.55 -1,773,198.31 12,215,861.24 -50.33% 

其他综合收益 -998,983.51 2,325,670.58 1,326,687.07 232.80% 

负债与股东权益

合计 
152,105,747.22 -16,995,510.97 135,110,236.25 -11.17% 

研发费用 10,236,842.90 -1,562,040.31 8,674,802.59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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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22,807,197.51 -603,564.21 22,203,633.30 -2.65% 

资产减值损失 - 10,180,820.00 10,180,820.00 100.00% 

信用减值损失 -3,146,422.85 71,652.61 -3,074,770.24 2.28% 

营业利润 -27,900,642.41 -7,943,562.87 -35,844,205.28 -28.98% 

利润总额 -29,121,852.36 -7,943,562.87 -37,065,415.23 -27.77% 

综合收益总额 -27,639,351.20 -7,943,562.87 -35,582,914.07 -29.26% 

基本每股收益 -0.51 -0.13 -0.64 -25.49% 

稀释每股收益 -0.51 -0.13 -0.64 -25.49% 

对母公司报表

[ls1] 的影响： 
        

存货 29,909,971.87 -3,703,527.09 26,206,444.78 -12.38% 

流动资产合计 68,384,323.78 -3,703,527.09 64,680,796.69 -5.42% 

资产合计 91,182,138.65 -3,703,527.09 87,478,611.56 -4.06% 

未分配例利润 -32,040,881.01 -3,703,527.09 -35,744,408.10 -11.56% 

股东权益合计 41,663,698.41 -3,703,527.09 37,960,171.32 -8.89% 

负债与股东权益

合计 
91,182,138.65 -3,703,527.09 87,478,611.56 -4.06%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捷福装备（武汉）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决议》。 

（二）、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捷

福装备（武汉）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的审核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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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福装备（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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