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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5829       证券简称：聚晟科技       主办券商：中银证券 

 

苏州聚晟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苏州聚晟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晟科技”或“公

司”）于2018年8月2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http://www.neeq.com.cn）披露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公

告编号：2018-045）。因公司2018年6月“主营业务成本”科目少计

一笔成本，金额为1,935,159.69元，导致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净

利润”及相关指标出现差错，现做出更正。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更正前： 

更正一： 

第二节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一、 盈利能力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毛利率 44.63% 12.41%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185.52 -2,342,065.50 105.4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68,486.22 -2,576,308.99 89.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

算） 

1.8278% -29.8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3.8585% -32.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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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eeq.com.cn%EF%BC%89%E6%8A%AB%E9%9C%B2%E4%BA%86%E3%80%8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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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 0.01 -0.21 104.76% 

二、 偿债能力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43,735,457.90 22,981,895.94 90.3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21,970.77 6,894,785.25 1.8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0.47 0.46 2.1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7.44% 64.1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83.94% 70.00% - 

流动比率 0.95 0.93 - 

利息保障倍数 1.24 -675.71 - 

三、 营运情况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存货周转率 1.09 3.61 - 

四、 成长情况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总资产增长率 90.30% 42.81% - 

净利润增长率 105.43% 17.40% - 

 

更正二： 

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二、  经营情况回顾 

2、毛利率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为 44.63%。毛利增加原因：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收入为相比地

面㐉支架和屋顶固定支架技术壁垒更高和毛利更高的跟踪支架产品，同时公司为尽快回笼货

款，按照合同和客户的要求及时开票，形成确认收入，导致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升高。 

3、净利润情况。 

报告期内归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185.52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05.43%，增

长原因：公司产品营业收入和毛利率的大幅度增加。  

 

更正三： 

第七节   财务报告 

二、  财务报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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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存货 五、6 13,608,512.32 848,341.39 

流动资产合计  34,764,493.04 14,948,562.37 

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43,735,457.90 22,981,895.9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未分配利润 五、23 -11,478,978.94 -11,606,164.46 

所有者权益  7,021,970.77 6,894,785.2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3,735,457.90 22,981,895.94 

法定代表人：彭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方明 

（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存货  5,311,059.23 240,780.81 

流动资产合计  23,956,742.85 11,112,438.85 

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35,266,407.06 21,406,252.96 

所有者权益：    

未分配利润  -10,545,838.33 -10,825,882.30 

所有者权益合计  7,955,111.38 7,675,067.4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35,266,407.06 21,406,252.96 

法定代表人：彭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方明 

（三）合并利润表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二、营业总成本  14,573,082.21 10,085,946.79 

其中：营业成本 五、24 7,845,042.65 6,530,434.0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90,030.17 -2,541,191.85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60,013.91 -2,354,964.6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27,185.52 -2,342,065.50 

1.持续经营净利润  127,185.52 -2,342,065.50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7,185.52 -2,342,065.50 

七、综合收益总额  127,185.52 -2,342,065.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27,185.52 -2,342,065.50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 -0.21 

法定代表人：彭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方明 

（四）母公司利润表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减：营业成本 十一、4 8,728,982.55 6,530,4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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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43,338.55 -2,541,191.85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205,961.45 -2,354,964.69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80,043.97 -2,342,065.50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280,043.97 -2,342,065.50 

六、综合收益总额  280,043.97 -2,342,065.50 

法定代表人：彭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方明 

 

更正四： 

第八节   财务报表附注 

 

二、  报表项目注释 

 

苏州聚晟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6 月度财务报表附注 

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6、存货 

（1）存货分类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价值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库存商品  2,208,181.84    2,208,181.84   389,555.47    389,555.47  

合计  14,155,320.32   546,808.00   13,608,512.32   1,395,149.39   546,808.00   848,341.39  

23、未分配利润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7,185.52   -6,117,562.56  

期末未分配利润  -11,478,978.94   -11,606,164.46  

24、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1）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项目 
 2018 年 1-6 月份   2017 年 1-6 月份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主营业务  13,668,002.94   7,797,172.19   7,454,521.18   6,529,594.05  

合计  14,167,512.42   7,845,042.65   7,455,401.52   6,530,434.05  

（2）主营业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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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6 月份   2017 年 1-6 月份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太阳能控制器  10,289,826.90   4,737,356.27   1,892,823.52   1,538,817.41  

合计  13,668,002.94   7,797,172.19   7,454,521.18   6,529,594.05  

十一、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4、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1-6 月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11,846,966.92   7,838,379.54   7,454,521.18   6,529,594.05  

合计  13,193,933.53   8,728,982.55   7,455,401.52   6,530,434.05  

十二、补充资料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8278  0.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3.8585  -0.02  

 

更正后： 

更正一： 

第二节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一、 盈利能力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毛利率 30.97% 12.41%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7,974.17 -2,342,065.50 22.8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03,645.91 -2,576,308.99 14.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

算） 

-30.18% -29.8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36.78% -32.86% - 

基本每股收益 -0.12 -0.21 42.86% 

 

二、 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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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41,800,298.21 22,981,895.94 81.8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86,811.08 6,894,785.25 -26.2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0.34 0.46 -26.0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81.94% 64.1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87.83% 70.00% - 

流动比率 0.89 0.93 - 

利息保障倍数 -5.90 -675.71 - 

 

三、 营运情况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存货周转率 1.56 3.61 - 

 

四、 成长情况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总资产增长率 81.88% 42.81% - 

净利润增长率 22.80% 17.40% - 

 

更正二： 

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二、  经营情况回顾 

2、毛利率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为 30.97%。毛利增加原因：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收入为相比地

面㐉支架和屋顶固定支架技术壁垒更高和毛利更高的跟踪支架产品，同时公司为尽快回笼货

款，按照合同和客户的要求及时开票，形成确认收入，导致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升高。 

3、净利润情况。 

报告期内归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07,974.17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22.80%，增

长原因：公司产品营业收入和毛利率有所增加，公司固定费用较高，2018 年上半年度营业

收入的增加无法完全覆盖固定费用，所以 2018 年上半年度公司还处于亏损状态。  

 

更正三： 

第七节   财务报告 

二、  财务报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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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存货 五、6 11,673,352.63 848,341.39 

流动资产合计  32,829,333.35 14,948,562.37 

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41,800,298.21 22,981,895.9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未分配利润 五、23 -13,414,138.63 -11,606,164.46 

所有者权益合计  5,086,811.08 6,894,785.2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1,800,298.21 22,981,895.94 

法定代表人：彭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方明 

（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存货  3,375,899.54 240,780.81 

流动资产合计  22,021,583.16 11,112,438.85 

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33,331,247.37 21,406,252.96 

所有者权益：    

未分配利润  -12,480,998.02 -10,825,882.30 

所有者权益合计  6,019,951.69 7,675,067.4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33,331,247.37 21,406,252.96 

法定代表人：彭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方明 

（三）合并利润表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二、营业总成本  16,508,241.90 10,085,946.79 

其中：营业成本 五、24 9,780,202.34 6,530,434.0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325,189.86 -2,541,191.85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1,875,145.78 -2,354,964.6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807,974.17 -2,342,065.50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07,974.17 -2,342,065.50 

七、综合收益总额  -1,807,974.17 -2,342,065.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807,974.17 -2,342,065.50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2 -0.21 

法定代表人：彭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方明 

（四）母公司利润表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减：营业成本 十一、4 10,664,142.24 6,530,434.05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178,498.24 -2,541,1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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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1,729,198.24 -2,354,964.69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655,115.72 -2,342,065.50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1,655,115.72 -2,342,065.50 

六、综合收益总额  -1,655,115.72 -2,342,065.50 

法定代表人：彭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方明 

 

更正四： 

第八节   财务报表附注 

 

二、  报表项目注释 

 

苏州聚晟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6 月度财务报表附注 

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6、存货 

（1）存货分类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价值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库存商品  273,022.15    273,022.15   389,555.47    389,555.47  

合计  12,220,160.63   546,808.00   11,673,352.63   1,395,149.39   546,808.00   848,341.39  

 

23、未分配利润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07,974.17   -6,117,562.56  

期末未分配利润  -13,414,138.63   -11,606,164.46  

 

24、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1）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项目 
 2018 年 1-6 月份   2017 年 1-6 月份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主营业务  13,668,002.94  9,732,331.88   7,454,521.18   6,529,59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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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4,167,512.42  9,780,202.34   7,455,401.52   6,530,434.05  

 

（2）主营业务产品 

项目 
 2018 年 1-6 月份   2017 年 1-6 月份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太阳能控制器  10,289,826.90  6,672,515.96   1,892,823.52   1,538,817.41  

合计  13,668,002.94  9,732,331.88   7,454,521.18   6,529,594.05  

 

十一、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4、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1-6 月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11,846,966.92  9,773,539.23  7,454,521.18   6,529,594.05  

合计  13,193,933.53  10,664,142.24   7,455,401.52   6,530,434.05  

 

十二、补充资料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0.18  -0.1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36.78  -0.15 

 

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相应的数字及文字说明以上述更正后的为准，

除此外，公司原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其他内容不变。公司本次对2018

年半年报的更正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保证了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准确性，提高了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

权益。 

我们对此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http://www.neeq.com.cn%EF%BC%89%E6%8A%AB%E9%9C%B2%E4%BA%86%E3%80%8A2018
http://www.neeq.com.cn%EF%BC%89%E6%8A%AB%E9%9C%B2%E4%BA%86%E3%80%8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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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聚晟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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