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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5193      证券简称：东立科技     主办券商：华西证券 

四川东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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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东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披露了《四川东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0-069）。 

2021 年 7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 1—6 月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公司根据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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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规

定，经事后核查发现上述报告存在部分差错，为更加真实、准确的披露相关信息，现

对上述报告中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更正。 

一、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内更正项目及金额如下：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应收账款 70,582,532.24 67,026,619.85    -3,555,912.39  

其他应收款 1,070,382.56 1,566,084.97       495,702.41  

递延所得税资产 804,786.55 1,382,846.48       578,059.93  

合同负债 2,769,067.25 3,009,537.02       240,469.77  

应交税费 7,274,300.92 7,377,674.81       103,3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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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负债 359,978.74 391,239.81        31,261.07  

盈余公积 11,782,860.99 11,497,135.51      -285,725.48  

未分配利润 27,880,006.06 25,308,476.76    -2,571,529.30  

（二）合并利润表内更正项目及金额如下：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营业收入 162,455,258.56 162,947,515.17 492,256.61 

信用减值损失 460,620.07 -552,257.09 -1,012,877.16 

所得税费用 4,960,865.04 4,882,771.95 -78,093.09 

净利润 25,249,148.04 24,806,620.58 -442,527.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25,249,148.04 24,806,620.58 -442,527.46 

（三）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内更正项目及金额如下：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应收账款 36,906,558.69 33,350,646.30   -3,555,912.39  

其他应收款 4,103,917.22 4,599,619.63      495,702.41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7,384.04 865,443.97      578,059.93  

合同负债 1,853,198.30 2,093,668.07      240,469.77  

应交税费 4,548,854.97 4,652,228.86      103,373.89  

其他流动负债 240,915.78 272,176.85       31,261.07  

盈余公积 11,782,860.99 11,497,135.51     -285,725.48  

未分配利润 23,045,748.84 20,474,219.54   -2,571,529.30  

（四）母公司利润表影响内更正项目及金额如下：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营业收入 60,818,064.75 61,310,321.36  492,2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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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减值损失 -128,511.52 -1,141,388.68  -1,012,877.16 

所得税费用 2,902,387.63 2,824,294.54  -78,093.09 

净利润 12,834,106.75 12,391,579.29  -442,527.46 

（五）公司以前年度存在关联方间接资金占用，补充更正披露比较期间关联交易

如下： 

单位：元 

年度 
年初资金占用

余额 

年度占用累计发生

金额 

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期末占用资

金余额 

2020年1-6月 2,824,535.43 18,542,600.00 21,367,135.43 - 

二、本次更正涉及的主要内容 

本次更正涉及《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1、“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经营情况”之“一、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之“（一）

盈利能力”  

2、“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经营情况”之“一、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之“（二）

偿债能力”  

3、“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经营情况”之“一、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之“（三）

营运情况”  

4、“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经营情况”之“一、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之“（四）

成长情况”  

5、“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经营情况”之“七、经营情况回顾”之“（一）经营计

划” 

6、“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经营情况”之“七、经营情况回顾”之“（三）财务分

析”  

7、“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经营情况”之“十、对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关键审计事项

的说明”之“2、关键审计事项说明” 

8、“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经营情况”之“十二、评价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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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四节 重大事件”之“二、重大事件详情”之“（二）股东及其关联方占

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 

10、“第六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变动情况”之“二、员工

情况” 

11、“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一、审计报告”之“三、关键审计事项” 

12、“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13、“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二）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 

14、“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三）合并利润表” 

15、“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四）母公司利润表” 

16、“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之“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注释”之“（三）应收帐款” 

17、“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之“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注释”之“（六）其他应收款” 

18、“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之“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注释”之“（十五）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19、“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之“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注释”之“（十九）预收款项” 

20、“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之“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注释”之“（二十）合同负债” 

21、“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之“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注释”之“（二十二）应交税费” 

22、“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之“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注释”之“（二十五）其他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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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之“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注释”之“（三十二）盈余公积” 

24、“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之“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注释”之“（三十三）未分配利润” 

25、“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之“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注释”之“（三十四）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26、“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之“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注释”之“（四十一）信用减值损失” 

27、“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财务报表附注”之“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注释”之“（四十五） 所得税费用” 

28、“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八、与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之“（四）资

本管理” 

29、“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十四、母公司财务报表重要项目注释”之

“（一）应收帐款” 

30、“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十四、母公司财务报表重要项目注释”之

“（二）其他应收款” 

31、“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十四、母公司财务报表重要项目注释”之

“（四）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32、“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十五、补充资料”之“（二）净资产收益率

和每股收益” 

33、“第七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十五、补充资料”之“（三）公司主要财务

报表项目的异常情况及原因” 

三、其他相关说明 



 四川东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编号：2021-090 

 6 / 6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原公告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

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上的《四川东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后）》（公告编号：2020-069）。 

请投资者关注上述提示内容，公司对上述内容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四川东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7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