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795              证券简称：永和智控 公告编号：2018-060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2017年半年度报告、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更正的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8月19日在指定

媒体上披露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司于2017

年10月28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17年第三季

度报告正文》。现将其中涉及的“每股收益”相关数据进行更正，具体如下： 

一、更正事项性质及原因  

因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

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中关于“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的理解有误，财

务人员将公司公积金转增的股本按照时间加权计算，并且未按照该规定第七条

“在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生派发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股

本、拆股或并股，影响发行在外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数量，但不影响所有者权益

金额的，应当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重新计算可比

期间（2016年1-6月、2016年1-9月）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致使公司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填列错误。 

二、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需更正的主要内容为：《2017年半年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中基本每股

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填报错误，更正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产生任何影响。更正事项不涉及任何相关业绩承诺。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涉及每股收益填报更正事项 

（一）《2017年半年度报告》 

1、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四、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P6） 

更正前：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42 -38.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42 -38.10% 

更正后：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1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1 -28.57% 

2、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一、股份变动情况：股份变动对最近一年和

最近一期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等

财务指标的影响（P28） 

更正前： 

按新股本 200,000,000 股摊薄计算，2016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

益均为 0.37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3.04 元；2017 年半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为 0.26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2.94元。 

更正后： 

按新股本 200,000,000 股摊薄计算，2016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

益均为 0.37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3.04 元；2017 年半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为 0.15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2.94元。 

3、第十节 财务报告二、财务报表之合并利润表（P42）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26 0.4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26 0.42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5 0.2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5 0.21 

4、第十节 财务报告二、财务报表之母公司利润表（P44）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34 0.4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34 0.43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20 0.2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20 0.21 

5、第十节 财务报告十八、补充资料之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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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 0.26 0.2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67% 0.25 0.25 

更正后：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每股收益 



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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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 0.15 0.1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67% 0.14 0.14 

（二）《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公司基本情况之主要财务数据（P2） 

更正前：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42 -38.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42 -38.10% 

更正后：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1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1 -28.57% 

（三）《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1、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P3） 

更正前：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

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53.33% 0.30 -46.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53.33% 0.30 -46.43% 

更正后：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

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 0.22 -2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 0.22 -21.43% 

2、第三节 重要事项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



原因（P6） 

更正前： 

项目名称  2017年 1-9月   2016 年 1-9月  变动 原因 

基本每股收益 0.30 0.56 -46.43% 
主要系报告期内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0.30 0.56 -46.43% 

更正后： 

项目名称  2017年 1-9月   2016 年 1-9月  变动 原因 

基本每股收益 0.22 0.28 -21.43% 
主要为报告期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下降 
稀释每股收益 0.22 0.28 -21.43% 

3、第四节 财务报表之合并本报告期利润表（P18）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7 0.15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7 0.15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7 0.07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7 0.07 

4、第四节 财务报表之母公司本报告期利润表（P20）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5 0.1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5 0.11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5 0.05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5 0.05 

5、第四节 财务报表之合并年初至报告期末利润表（P22）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30 0.56 

（二）稀释每股收益 0.30 0.56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22 0.2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22 0.28 

6、第四节 财务报表之母公司合并年初至报告期末利润表（P23）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35 0.5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35 0.52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25 0.26 

（二）稀释每股收益 0.25 0.26 



（四）《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P3） 

更正前：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

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53.33% 0.30 -46.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53.33% 0.30 -46.43% 

更正后：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

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 0.22 -2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 0.22 -21.43% 

2、第三节 重要事项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

原因（P6） 

更正前： 

项目名称  2017年 1-9月   2016 年 1-9月  变动 原因 

基本每股收益 0.30 0.56 -46.43% 
主要系报告期内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0.30 0.56 -46.43% 

更正后： 

项目名称  2017年 1-9月   2016 年 1-9月  变动 原因 

基本每股收益 0.22 0.28 -21.43% 
主要为报告期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下降 
稀释每股收益 0.22 0.28 -21.43%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修订后的《2017年半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同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请投资者查阅。 

本次修订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加强公告编制过



程中的审核工作，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