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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媒体披露了公司《2018年第一季

度报告正文》及《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经公司核查，在编制《2018年第

一季度报告》的“合并现金流量表”时，因系财务工作人员疏忽，导致《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合并现金流量表”中的部分内容错误，现对《2018年第一

季度报告正文》及《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中涉及合并现金流量的相关内容

予以更正，具体内容如下： 

一、《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9,018,598.77 28,307,395.44 74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623,112.08 -11,546,655.60 14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897,487.10 -11,523,290.48 142.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9,201,989.91 7,362,239.45 296.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4 -0.0526 123.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4 -0.0526 123.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9% -1.0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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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0,296,207.50 2,847,970,510.47 -1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80,868,310.29 776,253,057.54 0.59% 



 

更正后：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9,018,598.77 28,307,395.44 74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623,112.08 -11,546,655.60 14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897,487.10 -11,523,290.48 142.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9,392,895.42 7,362,239.45 299.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4 -0.0526 123.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4 -0.0526 123.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9% -1.0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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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0,296,207.50 2,847,970,510.47 -1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80,868,310.29 776,253,057.54 0.59% 

二、《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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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前：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272,659,277.86 30,499,906.19 794%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794%，主

要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未正式

开展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65,525,603.83 512,884,575.92 -8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87%，

主要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未正

式开展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196,951,287.71 15,997,678.44 113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1131%，

主要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未正

式开展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

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20,020,074.10 7,249,262.73 17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

176%，主要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

未正式开展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784,146.13 29,320,552.13 -60% 

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数较上年

同期减少60%，主要是上年同期



 

新业务尚未正式开展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80,227,383.84 483,454,749.36 -8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83%，

主要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未正

式开展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320,000,000.00 112,887,000.00 183%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本期数较

上年同期增加183%,主要是本期

偿还中信银行贷款3.2亿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4,800,000.00   

本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80万元，主要是出售云尚股权

款项 

取得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27,361,091.91   

本期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27,361,091.91

元：主要是支付购买广东合利股

权部分款项 

收到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4,500,000.00 126,013,055.56 -96%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96%，

主要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未正

式开展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 152,000,000.00 -100% 

上年同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1.52亿元，主要是偿

还股东借款 

投资支付的现金 

- 155,555,600.00 -100% 

上年同期投资支付的现金

155,555,600.00元，主要是公司收

购合利金融10%的股权所支付的

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18,449,677.11 13,892,265.96 3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

33%，主要是贷款增加所致 

更正后：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

金 
272,876,842.86 30,499,906.19 795%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 795%，

主要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未正

式开展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66,433,453.83 512,884,575.92 -8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 87%，

主要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未正

式开展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196,951,287.71 15,997,678.44 113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劳务支付的现

金 

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 1131%，

主要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未正

式开展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

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20,606,595.89 7,249,262.73 18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

184%，主要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

未正式开展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

费 11,784,146.13 29,320,552.13 -60% 

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数较上年

同期减少 60%，主要是上年同期

新业务尚未正式开展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80,575,371.54 483,454,749.36 -8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 83%，

主要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未正

式开展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

的现金 340,000,000.00 112,887,000.00 201%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本期数较

上年同期增加 201%,主要是本期

偿还银行贷款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

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的现金净

额 

4,642,167.97     主要是出售云尚股权款项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

其他营业单位

支付的现金净

额 

27,361,091.91     

本期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27,361,091.91 元：主要是支付

购买广东合利股权部分款项 

收到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4,500,000.00 126,013,055.56 -96%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 96%，

主要是上年同期新业务尚未正

式开展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0.00 152,000,000.00 -100% 

上年同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52 亿元，主要是

偿还股东借款 

投资支付的现

金 
0.00 155,555,600.00 -100% 

上年同期投资支付的现金

155,555,600.00 元，主要是公

司收购合利金融 10%的股权所支

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18,558,010.43 13,892,265.96 3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

34%，主要是贷款增加所致 

 



 

三、《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第四节财务报表一、财务报表 5、合并现金流量表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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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659,277.86 30,499,9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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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25,603.83 512,884,575.9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8,184,881.69 543,384,482.1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196,951,287.71 15,997,67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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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074.10 7,249,262.73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784,146.13 29,320,552.1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80,227,383.84 483,454,749.3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8,982,891.78 536,022,24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201,989.91 7,362,2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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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00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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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800,000.00 24,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300,449.51 1,539,688.48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5,55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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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61,091.91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661,541.42 157,095,288.4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2,861,541.42 -157,071,28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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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4,500,000.00 126,013,055.56 



 

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500,000.00 876,013,055.56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20,000,000.00 112,887,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18,449,677.11 13,892,26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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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8,449,677.11 278,779,265.9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33,949,677.11 597,233,789.6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2,610.6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327,611,839.30 447,524,740.5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358,072,240.01 427,439,511.2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30,460,400.71 874,964,251.81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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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76,842.86 30,499,9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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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33,453.83 512,884,575.9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9,310,296.69 543,384,482.1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196,951,287.71 15,997,67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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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6,595.89 7,249,262.73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784,146.13 29,320,552.1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80,575,371.54 483,454,749.3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9,917,401.27 536,022,24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392,895.42 7,362,2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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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4,642,167.97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642,167.97 24,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300,449.51 1,539,688.48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5,55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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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61,091.91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661,541.42 157,095,288.4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3,019,373.45 -157,071,28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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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4,500,000.00 126,013,055.56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500,000.00 876,013,055.56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40,000,000.00 112,887,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18,558,010.43 13,892,26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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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8,558,010.43 278,779,265.9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54,058,010.43 597,233,789.6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2,610.6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347,687,099.14 447,524,740.5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378,147,499.85 427,439,511.2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30,460,400.71 874,964,251.81 

四、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2018年第一季度

报告全文》的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不影响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业绩。 

对于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日后公司将加强信



 

息披露的编制审核工作，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公司更正后的《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已同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