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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豪能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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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市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度发现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事项，公司对相关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编制了《关于前期会计

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并对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合并及相关公司财

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是否创新层公司：□是 √否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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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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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请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前期会



公告编号：2020-032 

计差错更正事项出具了专项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重大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以及重大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情况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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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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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请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核算更为准

确、合理。公司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的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的影响 

（一）采用追溯调整法 

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前期会计差错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主要数据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18）年 12 月 31 日和（2018）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货币资金 107,070,633.35 -1,182,278.06 105,888,355.29 -1.10% 

应收账款 199,429,707.69 -15,471,437.38 183,958,270.31 -7.76% 

其他应收款 6,265,787.04 1,182,278.06 7,448,065.10 18.87% 

资产总计 697,846,983.56 -15,471,437.38 682,375,546.18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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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406,300,276.06 - 406,300,276.06 - 

资本公积 117,998,124.26 -2,365,747.47 115,632,376.79 -2.00% 

未分配利润 42,134,093.48 -13,105,689.91 29,028,403.57 -31.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91,546,701.86 -15,471,437.38 276,075,264.48 -5.31% 

少数股东权益 5.64 - 5.64 -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1,546,707.50 -15,471,437.38 276,075,270.12 -5.31% 

营业收入 556,534,520.35 -2,802,364.63 553,732,155.72 -0.50% 

净利润 29,078,880.35 -2,802,364.63 26,276,515.72 -9.64%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078,877.10 -2,802,364.63 26,276,512.47 -9.64% 

少数股东损益 3.25 - 3.25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6,272,766.48 1,182,278.06 117,455,044.54 1.0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5,112,012.98 -1,182,278.06 63,929,734.92 -1.82% 

项目 
（2017）年 12 月 31 日和（2017）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应收账款 160,213,703.77 -12,669,072.75 147,544,631.02 -7.91% 

资产总计 573,755,891.85 -12,669,072.75 561,086,819.10 -2.21% 

负债合计 362,124,483.66 - 362,124,483.66 - 

资本公积 80,153,124.26 -2,365,747.47 77,787,376.79 -2.95% 

未分配利润 14,629,179.49 -10,303,325.28 4,325,854.21 -70.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11,631,405.82 -12,669,072.75 198,962,333.07 -5.99% 

少数股东权益 2.37 - 2.37 -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1,631,408.19 -12,669,072.75 198,962,335.44 -5.99% 

营业收入 509,904,568.68 -2,933,085.48 506,971,483.20 -0.58% 

净利润 22,499,018.79 -2,933,085.48 19,565,933.31 -13.04%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499,017.79 -2,933,085.48 19,565,932.31 -13.04% 

少数股东损益 1.00 - 1.00 - 

项目 
（2016）年 12 月 31 日和（2016）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应收账款 148,587,135.67 -9,735,987.27 138,851,148.40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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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498,222,964.09 -9,735,987.27 488,486,976.82 -1.95% 

负债合计 309,165,966.96 - 309,165,966.96 - 

资本公积 80,153,124.26 -2,365,747.47 77,787,376.79 -2.95% 

未分配利润 -5,480,372.48 -7,370,239.80 -12,850,612.28 -134.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89,056,995.69 -9,735,987.27 179,321,008.42 -5.15% 

少数股东权益 1.44 - 1.44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9,056,997.13 -9,735,987.27 179,321,009.86 -5.15% 

营业收入 - - - - 

净利润 - - - -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 - - 

少数股东损益 - - - - 

 

八、备查文件目录 

《嘉兴市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嘉兴市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备字[2020]第 1-00524 号《重大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以及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情况专项说明》 

 

 

 

 

嘉兴市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