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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美丽生态            证券代码：000010            公告编号：2017-132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6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披露了《2016

年年度报告》（更新后）。报告期内，重组标的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发生减

值，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1,500 万元，同时王仁年应支付的业绩承诺及资产减值补偿款

合计为 11,500 万元。 由于两者系由于同一事项引发，公司按照两者合并后的金额在非

经常性损益表中“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上列报。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非

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

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项

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业绩补偿仅针对并购重组交易完成后的特定期间，不具有持

续性，应确定为非经常性损益；商誉的减值与企业的其他长期资产减值性质相同，属于

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产生，应作为经常性损益列示。故对 2016 年年报中涉及商誉减值的

相关会计数据进行更正列示如下： 

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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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如下： 

更正前：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元） 1,053,529,409.92 957,379,300.71 10.04% 230,299,67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877,126.94 33,443,593.49 19.24% -74,553,20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1,174,898.13 -1,229,008.70 3,450.25% -56,416,831.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009,787.27 -388,026,037.33 79.12% -120,689,305.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86 0.0542 -10.33% -0.12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86 0.0542 -10.33% -0.12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 4.05% -2.24% -13.52%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4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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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4,865,760,551.42 5,174,655,863.85 -5.97% 804,218,43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15,536,054.56 2,175,295,960.34 1.85% 546,274,240.69 

更正后（更正部分加粗显示）：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元） 1,053,529,409.92 957,379,300.71 10.04% 230,299,67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877,126.94 33,443,593.49 19.24% -74,553,20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3,825,101.87 -1,229,008.70 -5,906.88% -56,416,831.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009,787.27 -388,026,037.33 79.12% -120,689,305.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86 0.0542 -10.33% -0.12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86 0.0542 -10.33% -0.12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 4.05% -2.24% -13.52%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元） 4,865,760,551.42 5,174,655,863.85 -5.97% 804,218,43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15,536,054.56 2,175,295,960.34 1.85% 546,274,240.69 

二、对“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八、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更正如下： 

更正前：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1,254,638.15 439,623,653.93 147,153,567.72 345,497,55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706,655.40 59,029,087.92 -4,375,563.67 17,930,25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305,639.47 59,236,404.44 -3,098,098.55 17,342,231.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20,719.51 -150,669,775.63 -6,084,140.37 105,864,848.24 

更正后（更正部分加粗显示）：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1,254,638.15 439,623,653.93 147,153,567.72 345,497,55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706,655.40 59,029,087.92 -4,375,563.67 17,930,25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305,639.47 59,236,404.44 -3,098,098.55 -97,657,768.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20,719.51 -150,669,775.63 -6,084,140.37 105,864,848.24 

三、对“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九、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更正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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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前： 

项目 2016 年金额 2015 年金额 2014 年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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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469.53 25,600,084.58 -8,7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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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758.96 1,052,339.85 998,339.18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24,352,146.57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666,256.06 -54,991.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68,529.22 11,464,118.22 -585,632.1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注（1） 

减：所得税影响额 470.46 2,777,684.40 -6,031,284.4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4,511.71  

合计 -1,297,771.19 34,672,602.19 -18,136,373.23 -- 

注（1）：报告期内，重组标的八达园林股权发生减值，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1,500 万元，

同时王仁年应支付的业绩承诺及资产减值补偿款合计收益为 11,500 万元。 由于两者系由于

同一事项引发，公司按照两者合并后的金额在非经常性损益表中“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的损益项目”上列报，因合并金额为 0，所以在非经常性损益表中未显示。 

更正后（更正部分加粗显示）： 

项目 2016 年金额 2015 年金额 2014 年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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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469.53 25,600,084.58 -8,7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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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758.96 1,052,339.85 998,339.18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24,352,146.57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666,256.06 -54,991.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68,529.22 11,464,118.22 -585,632.1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15,000,000.00   注（1） 

减：所得税影响额 470.46 2,777,684.40 -6,031,284.4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4,511.71  

合计 113,702,228.81 34,672,602.19 -18,136,373.23 -- 

注（1）：报告期内，重组标的八达园林股权发生减值，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1,500 万元，

同时王仁年应支付的业绩承诺及资产减值补偿款合计收益为 11,500 万元。根据信息披露解

释性公告第 1 号规定，商誉的减值与企业的其他长期资产减值性质相同，属于企业日常经

营活动产生，应作为企业的经常性损益。但业绩补偿仅针对并购重组交易完成后的特定期

间，不具有持续性，应确定为非经常性损益。故业绩补偿款 1.15 亿作为“非经常性损益”

项体现。 

四、对“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十八、补充资料”更正如下：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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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0,46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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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758.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68,529.22  

减：所得税影响额 470.46  

合计 -1,297,77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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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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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0.0486 0.048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1.87% 0.0502 0.0502 

4、其他 

1. 按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

益》的规定，本公司当期非经常性损益的发生金额列示如下：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0,469.53 25,600,084.5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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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758.96 1,052,339.8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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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666,256.0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68,529.22 11,464,118.2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470.46 -2,777,684.4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297,771.19 34,672,602.19 

2.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本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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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0]2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43号）要求计算的每股收益如下： 

项目 代码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Ⅰ) P0 39,877,126.94  33,443,593.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Ⅱ) P0 41,174,898.13 -1,229,008.70 

期初股份总数 S0 819,854,713.00  588,069,788.00 

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 S1     

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1) Si   117,543,352.00 

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2) Si   114,241,573.00 

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 Sj     

报告期缩股数 Sk     

报告期月份数 M0 12  12 

增加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1) M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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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2) Mi   1 

减少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Mj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S 819,854,713.00  617,180,477.80  

基本每股收益(Ⅰ)   0.0486 0.0542 

基本每股收益(Ⅱ)   0.0498 -0.0020 

调整后的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Ⅰ) P1     

调整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Ⅱ) P1     

认股权证、股份期权、可转换债券等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稀释后的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稀释每股收益(Ⅰ)   0.0486 0.0542 

稀释每股收益(Ⅱ)   0.0498 -0.0020 

更正后（更正部分加粗显示）： 

1、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0,46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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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758.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68,529.2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15,000,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70.46  

合计 113,702,228.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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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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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0.0486 0.048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3.35% -0.0900 -0.0900 

4、其他 

1. 按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

益》的规定，本公司当期非经常性损益的发生金额列示如下：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0,469.53 25,600,084.5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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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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758.96 1,052,339.8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666,256.0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68,529.22 11,464,118.2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15,000,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470.46 -2,777,684.4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13,702,228.81 34,672,602.19 

2.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本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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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0]2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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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43号）要求计算的每股收益如下： 

项目 代码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Ⅰ) P0 39,877,126.94  33,443,593.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Ⅱ) P0 -73,825,101.87 -1,229,008.70 

期初股份总数 S0 819,854,713.00  588,069,788.00 

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 S1     

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1) Si   117,543,352.00 

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2) Si   114,241,573.00 

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 Sj     

报告期缩股数 Sk     

报告期月份数 M0 12  12 

增加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1) Mi   2 

增加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2) Mi   1 

减少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Mj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S 819,854,713.00  617,180,477.80  

基本每股收益(Ⅰ)   0.0486 0.0542 

基本每股收益(Ⅱ)   -0.0900 -0.0020 

调整后的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Ⅰ) P1     

调整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Ⅱ) P1     

认股权证、股份期权、可转换债券等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稀释后的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稀释每股收益(Ⅰ)   0.0486 0.0542 

稀释每股收益(Ⅱ)   -0.0900 -0.002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 2016 年年报其它内容不变，更正后的《2016 年年报全文》

及其摘要将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查阅。对因上述更正给投资

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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