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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修订公告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未经审计的《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现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后的财务数据，公司调整了 2020 年一季度报告的相

关期初数据，本次调整不涉及 2020 年第一季度当期损益调整事项，现修订说

明如下：  

 

一、“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修订如下： 

修订前：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元） 16,166,915.07 186,367,602.23 52,651,428.06 -6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57,115.16 7,459,759.48 -5,246,526.69 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344,489.09 5,645,322.85 -7,027,990.25 -9.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003,986.99 -71,386,224.47 -12,377,119.36 37.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8 0.02 -0.0109 8.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8 0.02 -0.0109 8.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 0.30% -1.01% -0.0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286,294,959.39 4,356,203,728.35 2,204,708,898.70 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3,162,712.09 2,401,663,327.69 536,471,244.15 6.8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自查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上述上年度末会计

数据为未经审计的数据，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修订后：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总收入（元） 16,166,915.07 52,651,428.06 -6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57,115.16 -5,246,526.69 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344,489.09 -7,027,990.25 -10.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003,986.99 -12,377,119.36 37.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8 -0.0109 8.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8 -0.0109 8.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 -1.01% -0.6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057,890,019.42 2,048,174,124.10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9,894,966.35 334,911,790.16 -1.50%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元） 16,166,915.07 186,367,602.23 52,651,428.06 -6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57,115.16 7,459,759.48 -5,246,526.69 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344,489.09 5,645,322.85 -7,027,990.25 -10.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003,986.99 -71,386,224.47 -12,377,119.36 37.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8 0.02 -0.0109 8.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8 0.02 -0.0109 8.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 0.30% -1.01% -0.6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057,890,019.42 4,356,203,728.35 2,048,174,124.10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9,894,966.35 2,401,663,327.69 334,911,790.16 -1.5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自查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二、“第三节 重要事项”修订如下：  

修订前：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

变动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预付款项 9,492,181.07 4,187,350.15 127% 本报告期期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738.01 2,061,012.75 -100% 本报告期其他流动资产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943,993.66 3,368,001.84 -72% 本报告期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704,117.31 5,770,110.97 51% 本报告未支付职工工资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618,214.28 5,653,752.22 -89% 本报告应交税费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0.00 306,896,697.04 -100% 本报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减少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

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6,166,915.07  52,651,428.06  -69% 

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影响，一季度收入和净利润

大幅下降 

  营业成本 
12,850,111.39  28,689,034.30  -55% 

报告期内收入下降导致成本相应

下降 

  税金及附加 
734,074.31  253,603.72  189% 

本报告期计提基数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4,466,992.53  7,016,044.59  -36% 

本报告期收入减少，导致相应的

销售费用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6,731,969.85  10,854,081.58  -162% 

本报告期汇兑损益影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895,591.05  768,031.64  147% 

本报告期计提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725,225.18  2,141,000.00  -66% 

本报告期收到政府补助款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收入 
83,453.11  47.55  175406% 

本报告期收到其他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3.08  45,208.07  -100% 

本报告期减少其他额外支出

所致 

  所得税费用 
-10,608.45  801,780.08  -101% 

本报告期计提基数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

变动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003,986.99  -12,377,119.36  37% 本报告期收入减少，导致相

应的货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1,693.93  -9,721,360.83  -103% 本报告期减少投资支出所致 

 

 

修订后：                                                           单位：元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

动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预付款项 9,492,181.07  6,373,283.62  49% 本报告期期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738.01  3,811,192.83  -100% 本报告期其他流动资产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943,993.66  7,675,100.40  -88% 本报告期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741,617.31  5,774,574.96  51% 本报告未支付职工工资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681,522.81  4,259,662.00  -84% 本报告应交税费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84,469,981.11  373,366,678.15  -77% 

本报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减少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

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16,166,915.07  52,651,428.06  -69% 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影响，一季度收入和净利润

大幅下降 

  营业成本 12,850,111.39  28,689,034.30  -55% 报告期内收入下降导致成本相应

下降 

  税金及附加 734,074.31  253,603.72  189% 本报告期计提基数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4,466,992.53  7,016,044.59  -36% 本报告期收入减少，导致相应的

销售费用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6,731,969.85  10,854,081.58  -162% 本报告期汇兑损益影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895,591.05  768,031.64  147% 本报告期计提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725,225.18  2,141,000.00  -66% 本报告期收到政府补助款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收入 83,453.11  47.55  175406% 本报告期收到其他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3.08  45,208.07  -100% 本报告期减少其他额外支出所

致 

  所得税费用 -10,608.45  801,780.08  -101% 本报告期计提基数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

动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003,986.99  -12,377,119.36  37% 本报告期收入减少，导致相应

的货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1,693.93  -9,721,360.83  -103% 本报告期减少投资支出所致 

 

除上述修订内容及涉及到相关会计科目调整外，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

告》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上述修订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修订后

的《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与本公告同期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7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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