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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2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2018-041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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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2018年半

年度财务报告》。经公司事后审查，发现因工作人员失误，前述公告文件中“非

经常性损益金额”及“关联担保情况”个别内容有误，现对已披露的原公告文件

相关内容进行更正。为方便阅读，更正部分用黑色加粗字体显示，具体情况如下： 

一、更正事项已履行的程序 

本次更正事项已经公司2018年8月1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具体更正情况 

（一）公司2018年1-6月非经常性损益原披露金额2,175,805.51元有误，正

确金额应为3,281,849.89元。相应的更正内容如下： 

1、对《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中“主要会

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更正：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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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458,482,766.01 362,958,211.32 2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461,760.62 -17,261,313.14 16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285,955.11 -18,786,742.90 144.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5,548,357.56 -40,542,092.52 163.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8 -0.0359 160.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8 -0.0359 1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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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 -2.23%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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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674,652.63 1,074,053,968.12 -1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80,905,905.49 770,193,941.68 1.39%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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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458,482,766.01 362,958,211.32 2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461,760.62 -17,261,313.14 16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179,910.73 -18,786,742.90 138.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5,548,357.56 -40,542,092.52 163.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8 -0.0359 160.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8 -0.0359 160.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 -2.23%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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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674,652.63 1,074,053,968.12 -1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80,905,905.49 770,193,941.68 1.39% 

 

2、对《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7页“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127页和《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第95页“当期非经常

性损益明细表” 的更正：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248,312.6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926,699.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9,159.13  

减：所得税影响额 -38,259.53  

合计 2,175,805.51 -- 

更正后：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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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857,731.7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926,699.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9,159.13  

减：所得税影响额 -38,259.53  

合计 3,281,849.89 -- 

 

3、对《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中第127页、《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第

95页“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的更正： 

更正前：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1.35% 0.0218 0.02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07% 0.0172 0.0172 

 

更正后：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1.35% 0.0218 0.02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0.93% 0.0149 0.0149 

 

（二）截止 2018 年 6月 30 日，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的关联担保已经履

行完毕。对《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中第 117 页、《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

告》第 86页“关联担保情况”更正如下： 

更正前： 

（4）关联担保情况 

本公司作为担保方 

单位：元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

完毕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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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

完毕 

滕用雄 70,000,000.00 2017 年 06 月 08 日 2018 年 06 月 07 日 否 

滕用雄 100,000,000.00 2017 年 01 月 23 日 2018 年 01 月 22 日 否 

更正后： 

（4）关联担保情况 

本公司作为担保方 

单位：元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

完毕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

完毕 

滕用雄 70,000,000.00 2017 年 06 月 08 日 2018 年 06 月 07 日 是 

滕用雄 100,000,000.00 2017 年 01 月 23 日 2018 年 01 月 22 日 是 

 

三、本次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情况的影响 

上述更正减少公司 2018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1,106,044.38元，除此之外，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情况无其他影响。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审议认为，公司本次对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更正事项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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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董事会关于本次更正事

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对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更正。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对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更正

事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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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更正的决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更正后的《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同

意本次对 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更正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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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事项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8 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2018 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详见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因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会表示诚挚的歉意，敬请广

大投资者谅解。公司今后将加强公告文件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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