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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睿中实业股份公司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更正后） 

一、 更正概述 

1、根据权责发生制调整成本费用匹配期间 

（1）公司 2019 年度未足额计提租赁费。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决定

对公司前期的租金核算的期间错配。 

该事项调整对 2019年 12月 31日及 2019年度报表影响如下：调增管

理费用 263,487.90元，调增其他应付款 263,487.90 元。 

（2）上海睿中实业股份公司 2019 年少结转成本。公司决定对前期的

成本核算，予以追溯调整。 

该调整事项对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9 年度报表影响如下：调

增营业成本 1,800,000.00 元，调减预付账款 1,500,272.00 元，调增应付

账款 299,728.00 元； 

子公司江苏睿中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2019 年多结转成本。公司决

定对前期的成本核算，予以追溯调整。 

该调整事项对 2019年 12月 31日及 2019年度报表影响如下：调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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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本 2,048,869.74元，调增存货 2,048,869.74 元。 

2、查证调整前期无法收回预付账款 

经复核，发现公司供应商上海左慈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欢运

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冠舟建筑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已于 2019 年度

被吊销营业执照。 

该事项调整对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9 年度报表影响如下：调

减预付账款 1,218,848.07元，调增营业外支出 1,218,848.07 元。 

3、资产分类错误 

经复核，公司上期将无形资产大跨度结构建筑屋面板自主巡检和健康

状态监测系统软件错分为固定资产。 

该事项调整对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9 年度报表影响如下：调减固

定资产 1,410,377.34元，调增无形资产 1,306,929.34 元，调减应交税费

--增值税 103,448.00 元。 

4、经复核，子公司北京京科城发科贸有限公司前期多计提递延所得税

资产 

该事项调整对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9 年度报表影响如下：调减递

延所得税资产 81,773.39元，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 81,773.39元。 

综上各调整事项导致 2019 年度应调减盈余公积 328,233.60 元，调

减未分配利润 987,00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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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公告编号：2021-032 

 

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相关会计科目调

整》的议案，上述议案尚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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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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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

司实际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同意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四、 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同意本次差错更正，并出具了《会

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大信备字[2021]第 4-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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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

司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同意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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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以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挂牌公司信息披露及会计业务问答

（三）》的规定，现公司对 2019年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上述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明细如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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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营业成本 67,898,627.66 67,649,757.91 248,869.75 

存货 13,410,648.80 15,459,518.55 -2,048,869.75 

预付款项 16,626,792.12 13,907,672.05 2,719,120.07 

应付账款 53,657,077.06 53,956,805.06 -299,728.00 

其他应付款 32,597,557.89 32,861,045.80 -263,487.91 

管理费用 9,002,574.08 9,266,061.99 -263,487.91 

营业外支出 11,694.18 1,230,542.25 -1,218,848.07 

固定资产 8,871,288.20 7,460,910.87 1,410,377.33 

无形资产 50,191.51 1,357,120.85 -1,306,929.34 

应交税费 12,620,884.51 12,517,436.51 103,448.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50,913.02 2,369,139.63 81,773.39 

盈余公积 3,333,633.70 3,005,400.10 328,233.60 

未分配利润 26,036,672.20 25,049,666.20 987,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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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560,896.95 -855,471.70 222,705,425.25 -0.38% 

负债合计 133,019,229.01 459,767.91 133,478,996.92 0.35% 

未分配利润 26,036,672.22 -987,006.02 25,049,666.2 -3.7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90,770,305.92 -1,315,239.62 89,455,066.3 -1.45% 

少数股东权益 -228,637.98 0.01 -228,637.97 - 

所有者权益合计 90,541,667.94 -1,315,239.61 89,226,428.33 -1.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非前） 
36.79% -1.91% 34.88% -6.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37% -1.09% 32.28%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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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非后） 

营业收入 133,363,982.01 0.00 133,363,982.01 - 

净利润 29,137,025.01 -1,233,466.23 27,903,558.78 -4.23%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扣非前） 
29,145,843.69 -1,233,466.23 27,912,377.46 -4.23%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扣非后） 
26,436,514.95 1,050,514.66 27,487,029.61 -3.97% 

少数股东损益 -8,818.68 0.00 -8,818.68 -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上海睿中实业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上海睿中实业股份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上海睿中实业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6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