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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圣兆药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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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自查发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信息披露规则》（股转系统公告〔2021〕1007 号）的相关规定，以及立信中

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之鉴证报告》（立信中联专审字[2022]D-0373 号）

及《关于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之鉴证报告》

（立信中联专审字[2022]D-0396 号），对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财务报表的账务处理进行追溯调整。 

注：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关于浙江圣

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之鉴证报告》（立信中联专审字

[2022]D-0373 号），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之鉴证报告》（公告编号：2022-030）。2022 年 6 月 2 日，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鉴证报告进行补充调整，并出具调整后的《关

于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之鉴证报告》（立信中联专

审字[2022]D-0373 号），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之鉴证报告》（公告编号：2022-043）。 

不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出现有层级的风险。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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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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是必要的、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股转系统公告〔2021〕1007 号）的相关规定，

能够客观反映公司实际财务状况，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关于该差错更正事

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对前期会计差错相关事项进行更正。 

 

四、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前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出具

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情况的鉴证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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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圣兆药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之鉴证报告》（公告编号：

2022-043）及《关于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之

鉴证报告》（公告编号：2022-044）。 

 

五、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对前期会

计差错相关事项进行更正。 

 

六、独立董事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经审阅议案内容，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依据充分，符合法律、法

规等的相关规定。通过对会计差错的更正处理，提高了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为

投资者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公司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

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据此，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提出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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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的影响 

（一）采用追溯调整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和差错更正》等的规定，对上述会计差错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更正，调整

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 

 

前期会计差错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主要数据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8 年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352,355,167.60 3,037,232.64 355,392,400.24 0.86% 

负债合计 59,782,018.33 424,572.70 60,206,591.03 0.71% 

未分配利润 -76,517,288.79 2,372,814.68 -74,144,474.11 -3.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290,404,874.21 2,372,814.68 292,777,688.89 0.82% 

少数股东权益 2,168,275.06 239,845.26 2,408,120.32 11.0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2,573,149.27 2,612,659.94 295,185,809.21 0.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非前） 
-21.29% 0.66% -20.6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非后） 
-21.81% 0.66% -21.15% - 

营业收入 25,899,267.77 -375,282.75 25,523,985.02 -1.45% 

净利润 -69,668,713.48 2,049,998.18 -67,618,715.30 -2.94%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扣非前） 
-69,206,074.98 1,860,156.25 -67,345,918.73 -2.69%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扣非后） 
-70,884,555.16 1,855,719.73 -69,028,835.43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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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损益 -462,638.50 189,841.93 -272,796.57 -41.03%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279,414,431.04 11,456,798.43 290,871,229.47 4.10% 

负债合计 71,490,990.41 -859,804.46 70,631,185.95 -1.20% 

未分配利润 -160,407,625.86 11,445,626.63 -148,961,999.23 -7.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206,499,279.12 11,445,626.63 217,944,905.75 5.54% 

少数股东权益 1,424,161.51 870,976.26 2,295,137.77 61.1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7,923,440.63 12,316,602.89 220,240,043.52 5.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非前） 
-33.76% 4.46% -29.3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非后） 
-32.71% 2.23% -30.48% - 

营业收入 24,465,841.42 -793,550.44 23,672,290.98 -3.24% 

净利润 -84,634,450.62 9,703,942.95 -74,930,507.67 -11.47%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扣非前） 
-83,890,337.07 9,072,811.95 -74,817,525.12 -10.82%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扣非后） 
-81,272,941.87 3,432,837.64 -77,840,104.23 -4.22% 

少数股东损益 -744,113.55 631,131.00 -112,982.55 -84.82%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421,485,449.85 28,740,155.40 450,225,605.25 6.82% 

负债合计 81,945,294.65 311,258.79 82,256,553.44 0.38% 

未分配利润 -291,356,879.33 27,628,898.06 -263,727,981.27 -9.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337,233,246.83 27,628,898.06 364,862,144.89 8.19% 

少数股东权益 2,306,908.37 799,998.55 3,106,906.92 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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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合计 339,540,155.20 28,428,896.61 367,969,051.81 8.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非前） 
-57.38% 11.07% -46.3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非后） 
-61.43% 11.65% -49.78% - 

营业收入 18,836,201.24 1,017,805.77 19,854,007.01 5.40% 

净利润 -130,072,033.81 16,112,293.72 -113,959,740.09 -12.39%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扣非前） 
-130,949,253.47 16,183,271.43 -114,765,982.04 -12.36%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扣非后） 
-140,206,395.24 16,851,832.64 -123,354,562.60 -12.02% 

少数股东损益 877,219.66 -70,977.71 806,241.95 -8.09%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1 年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676,338,454.46 -2,677,566.78 673,660,887.68 -0.40% 

负债合计 94,849,557.13 -685,450.51 94,164,106.62 -0.72% 

未分配利润 -375,887,089.84 -1,762,430.63 -377,649,520.47 0.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578,498,254.90 -2,032,433.79 576,465,821.11 -0.35% 

少数股东权益 2,990,642.43 40,317.52 3,030,959.95 1.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581,488,897.33 -1,992,116.27 579,496,781.06 -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非前） 
-33.3% -0.42% -33.7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非后） 
-34.08% -0.27% -34.35% - 

营业收入 27,407,649.83 -364,977.89 27,042,671.94 -1.33% 

净利润 -112,978,005.42 -1,019,480.75 -113,997,486.17 0.90%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扣非前） 
-112,904,670.38 -1,016,868.82 -113,921,539.20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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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扣非后） 
-115,571,523.95 -475,787.38 -116,047,311.33 0.41% 

少数股东损益 -73,335.04 -2,611.93 -75,946.97 3.56% 

 

八、备查文件目录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关于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之鉴

证报告》（立信中联专审字[2022]D-0373 号） 

《关于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之鉴证报

告》（立信中联专审字[2022]D-0396 号） 

 

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7 日  

 


	一、 更正概述
	二、 表决和审议情况
	三、 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合理性的说明
	四、 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五、 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六、 独立董事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七、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的影响
	（一）采用追溯调整法

	八、 备查文件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