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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补充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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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5月 7日在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更新后）

全文。经核查后发现，一、“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之六、分季度主要财务

指标”中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误填列为

第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和年度累计数据；二、“审计报告”之“十二、关联方及

关联交易”之“5、关联交易情况”之“（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的关联方信息不够详细，现以上内容予以更正和补充。 

 

一、“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之“六、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更正前： 

六、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8,541,732.09 61,446,290.05 98,390,686.48 137,348,95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6,386.11 7,320,477.97 11,121,188.69 23,470,07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83,871.02 6,997,510.78 11,336,676.42 19,227,908.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508,356.57 -38,396,051.50 -19,828,439.61 -3,219,554.0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更正原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误填列为第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和

年度累计数据。 

更正后： 



六、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8,541,732.09 61,446,290.05 98,390,686.48 137,348,95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6,386.11 7,320,477.97 11,121,188.69 23,470,07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83,871.02 6,997,510.78 11,336,676.42 19,227,908.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508,356.57 -10,887,694.93 18,567,611.89 16,608,885.5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二、补充“审计报告”之“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之“5、关联交易情况”之“（1）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信息 

补充前： 

5、关联交易情况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 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获批的交易额度 是否超过交易额度 上期发生额 

张家港市紫京城

美食汇馆 
招待费 113,898.00 293,111.00  293,111.00 

华毅大酒店 招待费 82,004.00 200,469.00  200,469.00 

苏州金陵国际货

运代理有限公司 
货运代理费 99,977.68 14,703.00  14,703.00 

北京华亿创新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体育工艺

专业系统款 
1,500,000.00    

 

补充原因：信息不够详细 

 

补充后： 

5、关联交易情况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 元 

 

 

张家港市紫京城美食汇馆                                              单位：万元 

名称 张家港市紫京城美食汇馆 成立时间 2009年6月17日 

出资额 88 经营者 李剑峰 

注册地址及 

主要生产经营地 
杨舍镇暨阳湖大道1号 

主营业务 特大型餐馆（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含生食海产品）。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

的关系 
与发行人业务无直接关系 

出资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李剑峰 100.00%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万

元） 

（未经申报会计师

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107.73 总资产 966.59 

净资产 -628.57 净资产 -766.20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净利润 -205.94 净利润         -137.63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获批的交易额度 
是否超过交易额

度 
上期发生额 

张家港市紫京城

美食汇馆 
招待费 113,898.00 293,111.00  293,111.00 

华毅大酒店 招待费 82,004.00 200,469.00  200,469.00 

苏州金陵国际货

运代理有限公司 
货运代理费 99,977.68 14,703.00  14,703.00 

北京华亿创新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体育工艺

专业系统款 
1,500,000.00    



华毅大酒店 

                                                                              单位：万元 

名称 张家港市南丰华毅大酒店 成立时间 2014年12月15日 

出资额 80 经营者 施晓毅 

注册地址及 

主要生产经营地 
张家港市南丰镇西大街 86 号 

主营业务 
餐饮服务（按许可证所列经营），住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 与发行人业务无直接关系 

出资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施晓毅 100.00%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未经申报会计师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49.00 总资产 181.20 

净资产 108.20 净资产 140.40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净利润 40.80 净利润         32.20 

 

苏州金陵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名称 苏州金陵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4 年 7 月 

注册资本 500 经营者 张军 

注册地址及 

主要生产经营地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  

主营业务 

承办海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承揽货、订舱、包机、仓储、

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验、保险、相关运输咨询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 与发行人业务无直接关系 

出资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王小波 90% 

陈海鹃 10%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未经申报会计师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231.90 总资产 1087.00 

净资产 934.39 净资产 941.39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净利润 34.84 净利润         7.00 

 

北京华亿创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名称 
北京华亿创新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成立时间  2003年04月22日 

注册资本 769.23 经营者 陈国荣 

注册地址及 

主要生产经营地 
 北京市海淀区紫成嘉园甲14号楼一层C06 

主营业务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基础软件服务；

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维修；销售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通讯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日用品；专业承包；劳务

分包。（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关

系 
业务互补 

出资构成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陈国荣 31.85% 

黄树森 4.55% 

王滨 3.90% 

林力生 9.75% 

林嘉颖 9.75% 

张家港保税区同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7.50% 

张家港金陵体育产业园开发有限公

司 
17.50% 

陈思南 3.38% 



黄宇娟 1.82% 

合计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未经申报会计师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290.32 总资产 1924.62 

净资产 590.34 净资产 1094.51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净利润 7.10 净利润         4.68 

 

除上述更正和补充内容之外，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

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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