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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9-0030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林州重机”）

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

告编号：2019-0021）、《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2019-0025），并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18 年年

度报告》和《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经事后核查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导致部分数据存在错误，

现将部分内容更正如下： 

一、《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更正内容：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53,780,946.31 -11,346,273.01 1,255.34% -66,358,037.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7% 1.14% -6.31% -0.1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2016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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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资产总额 7,876,443,182.18 7,722,571,812.74 1.99% 7,609,337,654.32 

更正后：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58,832,388.45 -11,346,273.01 1,299.86% -66,358,037.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2% 1.14% -6.26% -0.1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7,511,443,182.18 7,722,571,812.74 -2.73% 7,609,337,654.32 

二、《2018 年年度报告》更正内容： 

1、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六、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

指标 

更正前：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58,832,388.45 -11,346,273.01 1,255.34% -66,358,037.06 

更正后：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58,832,388.45 -11,346,273.01 1,299.86% -66,358,037.06 

2、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一、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正文 三、导致

保留意见的事项  

更正前： 

2、截止本报告出具日，林州重机应收股权转让款25,007.48万元。 

更正后： 

2、截止本报告出具日，林州重机应收股权转让款28,807.48万元。 

3、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二、财务报表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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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前：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 883,541,252.46 432,132,178.30 

 其中：应收利息  50,000,000.00 

其他应付款 365,498,397.36 353,811,371.29 

 其中：应付利息 5,746,052.79 1,043,238.56 

更正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 883,541,252.46 432,132,178.30 

 其中：应收利息   

其他应付款 365,498,397.36 353,811,371.29 

 其中：应付利息 5,746,052.79 386,795.45 

4、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二、财务报表  4、母公司利润表 

更正前：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2,838,497.36 48,503,973.9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189,366.43 

更正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2,838,497.36 48,503,973.9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4,600,436.94 -18,361,252.43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943,235.94 2,189,366.43 

三、《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更正内容：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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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前：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61,966,128.15 2,769,716,179.52 -0.28% 

更正后：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63,409,740.97 2,771,159,792.34 -0.28% 

四、《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更正内容： 

1、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61,966,128.15 2,769,716,179.52 -0.28% 

更正后：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63,409,740.97 2,771,159,792.34 -0.28% 

2、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8,685,265,290.27 7,876,443,182.18 

流动负债合计 5,439,669,682.28 4,637,198,671.48 

负债合计 5,884,893,603.63 5,068,916,108.36 

更正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8,250,265,290.27 7,511,443,1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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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合计 5,004,669,682.28 4,272,198,671.48 

负债合计 5,449,893,603.63 4,703,916,108.36 

3、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 1,036,613,585.47 883,541,252.4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516,833,641.48 1,262,017.77 

  存货  469,888,228.68 

更正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 1,036,613,585.47 883,541,252.4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1,262,017.77 

  存货 516,833,641.48 469,888,228.68 

除上述更正外，原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2018 年年度

报告摘要》、《2018 年年度报告》、《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和《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因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