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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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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在指定信息媒体上发布了《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8-069）、

《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经事后核查，因年报审

计师数据提供不及时、工作人员疏忽导致上述公告中部分内容出现错误，现对上

述公告进行更正如下： 

一、更正前： 

（一）《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1、P6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27,334,652.36 

 

（二）《2017 年年度报告》 

1、P9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27,334,652.36 

2、P14 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实现营业收入 5,113,456,771.35，比上年同期增长 

107.86%。 

3、P18 研发投入 

 2017 年 变动比例 

研发投入金额（元） 182,696,250.25 102.2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3.57% -0.10% 

4、P17 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259,808,424.35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5.08%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

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1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88,997,584.74 1.74% 

2 浙江高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44,011,064.93 0.86% 

3 Boo Young Textile Co., Ltd. 43,162,734.78 0.84% 

4 浙江莎特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2,510,151.04 0.83% 

5 海宁市经都布业有限公司 41,126,888.86 0.81% 

合计 -- 259,808,424.35 5.08%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1,786,370,449.62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

比例 
19.37%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

采购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 5 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

例 

1 恒力石化（大连）有限公司 811,631,379.63 8.80% 

2 上海祈尊实业有限公司 468,771,316.24 5.08% 

3 苏州璟洪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193,660,164.50 2.10% 

4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湖州供电公

司 
158,755,567.91 1.72% 

5 浙江前程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153,552,021.34 1.67% 

合计 -- 1,786,370,449.62 19.37% 

    5、P20 资产构成重大变成情况- -应付票据重大变动说明 

较年初增加 50.43% 

6、P24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浙江尤夫科技工业有限公司净资产：171,760,807.96 元 

湖州尤夫工业纤维有限营业收入：11,146,704.58 元；净利润：1,757,618.50 元 

湖州尤夫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净利润：1,597,484.11 元 

    7、P165 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子公司适用不同税率的影响 7,586,528.88 

调整以前期间所得税的影响 -211,706.87 

不可抵扣的成本、费用和损失的影响 -9,671,759.05 

使用前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影响 -353,643.73 

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

影响 
1,927,599.22 

其他 -514,853.78 

8、P177 重要联营企业的主要财务信息： 

 期末余额/本期发生额 

 武汉众宇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非流动资产 16,185,483.85 

资产合计 53,941,310.26 

流动负债 95,768,034.51 

非流动负债 3,374,735.67 

负债合计 3,000,000.00 

 6,374,735.67 

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净资产份额 110,081,708.04 

对联营企业权益投资的账面价值 110,081,708.04 

    9、P190 其他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说明--第 6 项 

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州尤夫高性能纤维有限公司的活期存款

77,300.00万元划款给上海祈尊及上海孤鹰贸易有限公司。 

 

（三）《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1、P25 合并利润表 

项目 上期发生额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9,534,095.08 

  加：营业外收入 5,084,341.92 

2、P30 合并现金流量表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1,195,653,367.5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557,644,005.43 

3、P31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585,596,828.0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147,954,089.01  

    



二、更正后： 

（一）《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1、P6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82,465,347.64 

 

（二）《2017 年年度报告》 

1、P9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82,465,347.64 

2、P14 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实现营业收入 5,111,627,446.90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7.78%。 

 3、P18 研发投入 

 2017 年 变动比例 

研发投入金额（元） 177,261,831.89 96.18%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3.47% -0.20% 

    4、P17 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1,475,156,666.10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28.86%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

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1 客户一         421,673,760.68  8.25% 

2 客户二         390,512,820.51  7.64% 

3 客户三         291,324,786.32  5.70% 

4 客户四         252,153,845.67  4.93% 

5 客户五         119,491,452.92  2.34% 

合计 -- 1,475,156,666.10 28.86%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1,743,963,995.75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

比例 
50.21%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

采购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 5 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

例 

1 供应商一 811,631,379.63 23.37% 

2 供应商二 402,598,290.97 11.59% 

3 供应商三 188,595,591.31 5.43% 

4 供应商四 187,586,712.50 5.40% 

5 供应商五 153,552,021.34 4.42% 

合计 -- 1,743,963,995.75 50.21% 

5、P20 资产构成重大变成情况- -应付票据重大变动说明 

较年初增加 87.63% 

6、P24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浙江尤夫科技工业有限公司净资产：171,123,307.96 元 

   湖州尤夫工业纤维有限营业收入：301,607,644.00 元；净利润：1,317,536.95 元 

   湖州尤夫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净利润：1,198,062.88 元 

7、P164 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子公司适用不同税率的影响 9,002,704.90 

调整以前期间所得税的影响 -211,706.88 

不可抵扣的成本、费用和损失的影响 -11,651,231.96 

使用前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影响 -233,404.86 

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

影响 
1,855,803.47 

8、P176 重要联营企业的主要财务信息： 

 期末余额/本期发生额 

 武汉众宇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非流动资产 53,941,310.26 

资产合计 95,768,034.51 

流动负债 3,374,735.67 

非流动负债 3,000,000.00 

负债合计 6,374,735.67 

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净资产份额 110,081,708.05 

对联营企业权益投资的账面价值 110,081,708.05 

9、P189 其他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说明- -第 6 项 

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州尤夫高性能纤维有限公司的活期存款

60,000.00 万元划款给上海祈尊及上海孤鹰贸易有限公司。 

 



（三）《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1、P25 合并利润表 

项目 上期发生额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811.99 

  其他收益 4,370,749.98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73,909,657.05 

  加：营业外收入 708,779.95  

2、P30  合并现金流量表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967,623,120.0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329,613,757.93 

3、P31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657,566,921.1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219,924,182.11  

 

三、其他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2017 年年度报告》、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中的其他内容无重大变动。本次更正不会对已经

披露的公司 2017年年度、2018 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更

正后的《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2017年年度报告》、《2018 年第一季度报

告 全 文 》 、 《 2018 年 第 一 季 度 报 告 正 文 》 将 登 载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对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公司今后将加强信息披露 

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