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136          证券简称：安纳达          公告编号：2018－17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一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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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0 在巨潮资

讯网和《证券时报》披露了公司 2018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经公司事后自查发

现：2018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中“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

务指标”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本报告期数据以及 2018 年一季度报

告全文中“第四节 财务报表”中的合并现金流量表和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数据，因财

务人员工作疏漏，在填报时出现错误，现更正如下：  

    一、2018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更正前：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1,852,609.73 251,312,681.99 2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8,783,485.61 31,957,172.68 -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7,785,811.72 30,487,351.97 -8.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2,273,190.92 26,514,754.56 21.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39 0.1486 -9.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39 0.1486 -9.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2% 6.15%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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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363,271.12 990,219,905.74 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96,629,216.93 667,279,000.46 4.40% 

更正后：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1,852,609.73 251,312,681.99 2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8,783,485.61 31,957,172.68 -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7,785,811.72 30,487,351.97 -8.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5,273,190.92 26,514,754.56 33.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39 0.1486 -9.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39 0.1486 -9.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2% 6.15%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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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363,271.12 990,219,905.74 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96,629,216.93 667,279,000.46 4.40% 

二、2018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  

更正前： 

5、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167,600,193.03 112,252,662.92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

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

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

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

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660,044.76 3,896,001.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9,260,237.79 116,148,664.1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84,926,392.66 51,299,663.94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

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

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23,403,517.79 18,342,456.57 

  支付的各项税费 24,033,028.81 16,902,810.6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4,624,107.61 3,088,978.3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6,987,046.87 89,633,909.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273,190.92 26,514,754.5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14,821.80 66,112.2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4,821.80 66,112.2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493,805.51 1,539,700.41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93,805.51 1,539,700.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8,983.71 -1,473,588.1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5,000,000.00 102,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000,000.00 102,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5,000,000.00 128,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783,000.00 2,833,195.63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783,000.00 130,833,195.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3,000.00 -28,833,195.63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907,678.29 63,986.0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9,203,528.92 -3,728,043.1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61,307,537.64 45,330,628.8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0,511,066.56 41,602,585.71 

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164,982,473.03 111,729,180.92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372,270.76 1,866,001.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6,354,743.79 113,595,182.1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78,523,598.69 45,846,231.4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21,473,944.64 17,459,244.92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959,125.50 16,901,238.2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3,838,880.70 2,770,759.1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6,795,549.53 82,977,473.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559,194.26 30,617,708.3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91,354.88 51,436.8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1,354.88 51,436.8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85,333.29 452,667.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85,333.29 452,667.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3,978.41 -401,230.1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5,000,000.00 102,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000,000.00 102,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5,000,000.00 128,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783,000.00 2,833,195.63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783,000.00 130,833,195.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3,000.00 -28,833,195.63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907,678.29 63,986.0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7,474,537.56 1,447,268.6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49,841,168.00 37,127,538.4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7,315,705.56 38,574,807.03 

更正后： 

5、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167,600,193.03 112,252,662.92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   



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

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

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

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660,044.76 3,896,001.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9,260,237.79 116,148,664.1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81,926,392.66 51,299,663.94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

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

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23,403,517.79 18,342,456.57 

  支付的各项税费 24,033,028.81 16,902,810.6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4,624,107.61 3,088,978.3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3,987,046.87 89,633,909.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273,190.92 26,514,754.5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14,821.80 66,112.2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4,821.80 66,112.2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493,805.51 1,539,700.41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93,805.51 1,539,700.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8,983.71 -1,473,588.1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5,000,000.00 102,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000,000.00 102,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5,000,000.00 128,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783,000.00 2,833,195.63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783,000.00 130,833,195.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3,000.00 -28,833,195.63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907,678.29 63,986.0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203,528.92 -3,728,043.1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58,307,537.64 45,330,628.8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0,511,066.56 41,602,585.71 

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164,982,473.03 111,729,180.92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372,270.76 1,866,001.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6,354,743.79 113,595,182.1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75,523,598.69 45,846,231.4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21,473,944.64 17,459,244.92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959,125.50 16,901,238.2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3,838,880.70 2,770,759.1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3,795,549.53 82,977,473.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559,194.26 30,617,708.3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91,354.88 51,436.8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1,354.88 51,436.8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85,333.29 452,667.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85,333.29 452,667.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3,978.41 -401,230.1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5,000,000.00 102,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000,000.00 102,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5,000,000.00 128,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783,000.00 2,833,195.63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783,000.00 130,833,195.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3,000.00 -28,833,195.63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907,678.29 63,986.0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0,474,537.56 1,447,268.6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46,841,168.00 37,127,538.4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7,315,705.56 38,574,807.03 

 

更正后的《2018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表示歉意。公司将持续加强信息披

露管理，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八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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