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163              证券简称：先锋新材            公告编号：2018-051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e.cn）上披露了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后续财务部在

自查中发现，编制合并报表工作底稿时，EXCEL表没有链接一子公司的前三季度

收入成本金额，遗漏了该子公司前三季度收入（94,093,839.50元）和成本

（94,093,839.50元）的抵消分录；同时EXCEL表没有链接一子公司的调整分录:  

借：税金及附加——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 465,928.99元 

贷：管理费用    465,928.99元 

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我司财务部及时向董事会进行了汇报，公司于2017

年11月7日发布了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同时披露了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更

新后）。 

后公司在编制2017年年度报告的过程中，经自查，公司子公司Kresta 

Holdings Liminted第三季度少计管理费用约95.90万澳币，折合人民币490.39

万元，该事项直接导致其第三季度净利润虚增490.39万元，调整后第三季度净利

润为-149.25万元；同时，该事项亦导致了第四季管理费用下降490.39万元，致

使第四季净利润有所上升，该事项对2017年年度数据无影响。故公司于2018年5

月21日再次发布了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同时披露了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更新后）。 

两次更正公告对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税金

及附加”及其相关的“营业总成本”“营业成本”“营业总收入”“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等部分内容予以更正。具体如下: 

一、报告全文第3页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113,608,032.61 1,230,000,954.23 -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24,179,200.63 738,742,597.15 -1.9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0,834,622.64 35.53% 608,439,872.77 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930,128.71 -70.90% 6,481,566.81 -8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103,705.84 -84.00% 2,232,602.43 -93.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9,337,541.24 -57.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 -66.67% 0.01 -89.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 -66.67% 0.01 -89.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6% -75.80% 0.60% -90.92%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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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704,132.61 1,230,000,954.23 -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20,042,760.98 738,742,597.15 -2.5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6,740,783.14 -15.31% 514,346,033.27 -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06,310.94 -101.53% 2,345,127.16 -9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97,497.40 -112.91% -1,903,837.22 -105.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9,337,541.24 -57.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4 -101.33% 0.005 -94.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4 -101.33% 0.005 -94.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4% -1.94% 0.32% -6.26% 



二、报告全文第 6 页第三节重要事项：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

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二、利润表主要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说

明” 

更正前： 

 

1、年初至本报告期末，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上升额为 1,096,381.91 元，上升比例为

59.24%，主要系本报告期缴纳的流转税增加所致。 

 

更正后： 

 

1、年初至本报告期末，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上升额为 1,562,310.90 元，上升比例为

84.41%，主要系本报告期缴纳的流转税增加所致。 

三、报告全文第13页第四节财务报表“1、合并本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9,926,941.85 184,851,858.66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309,679.80 380,000.00 

  应收账款 110,663,439.16 102,187,616.11 

  预付款项 13,842,501.60 10,708,014.42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0,304,458.50 6,946,345.3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75,459,943.31 181,161,639.30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63,00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280,463.81 

流动资产合计 483,506,964.22 487,515,937.61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2,1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20,524,577.55 423,555,385.06 

  在建工程 18,170,874.75 7,967,480.77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58,727,966.38 64,633,489.84 

  开发支出   

  商誉 64,420,670.08 127,442,161.80 

  长期待摊费用 22,348,136.50 21,056,413.37 

  递延所得税资产 37,559,627.05 32,232,862.43 

  其他非流动资产 8,349,216.08 3,497,223.35 

非流动资产合计 630,101,068.39 742,485,016.62 

资产总计 1,113,608,032.61 1,230,000,954.2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5,077,268.69 110,728,401.78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5,209,680.00 25,302,000.00 

  应付账款 47,425,111.00 47,766,878.16 

  预收款项 37,980,090.11 50,167,998.31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0,662,335.57 20,476,322.79 

  应交税费 6,378,221.67 11,732,164.85 

  应付利息 132,189.58 2,231,256.26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3,700,482.61 3,192,826.09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719,392.04 175,134,582.56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69,284,771.27 446,732,430.8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79,935,9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2,728,829.34 2,415,083.02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1,890,695.72 2,968,627.01 

  递延收益 13,015,932.82 14,075,666.67 

  递延所得税负债 4,797,770.14 7,145,090.57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02,369,128.02 26,604,467.27 

负债合计 371,653,899.29 473,336,898.0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74,000,000.00 474,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94,094,476.39 94,094,476.39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0,928,492.50 -13,619,012.98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3,006,692.03 23,006,692.0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44,006,524.71 161,260,441.7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24,179,200.63 738,742,597.15 

  少数股东权益 17,774,932.69 17,921,459.01 

所有者权益合计 741,954,133.32 756,664,056.1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113,608,032.61 1,230,000,954.23 

 

更正后：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9,926,941.85 184,851,858.66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309,679.80 380,000.00 

  应收账款 110,663,439.16 102,187,616.11 



  预付款项 13,842,501.60 10,708,014.42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40,304,458.50 6,946,345.3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75,459,943.31 181,161,639.30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63,00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280,463.81 

流动资产合计 483,506,964.22 487,515,937.61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2,10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20,524,577.55 423,555,385.06 

  在建工程 18,170,874.75 7,967,480.77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58,727,966.38 64,633,489.84 

  开发支出   

  商誉 64,420,670.08 127,442,161.80 

  长期待摊费用 17,444,236.50 21,056,413.37 

  递延所得税资产 37,559,627.05 32,232,862.43 

  其他非流动资产 8,349,216.08 3,497,223.35 

非流动资产合计 625,197,168.39 742,485,016.62 

资产总计 1,108,704,132.61 1,230,000,954.2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5,077,268.69 110,728,401.78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5,209,680.00 25,302,000.00 



  应付账款 47,425,111.00 47,766,878.16 

  预收款项 37,980,090.11 50,167,998.31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0,662,335.57 20,476,322.79 

  应交税费 6,378,221.67 11,732,164.85 

  应付利息 132,189.58 2,231,256.26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3,700,482.61 3,192,826.09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719,392.04 175,134,582.56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69,284,771.27 446,732,430.8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79,935,9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2,728,829.34 2,415,083.02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1,890,695.72 2,968,627.01 

  递延收益 13,015,932.82 14,075,666.67 

  递延所得税负债 4,797,770.14 7,145,090.57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02,369,128.02 26,604,467.27 

负债合计 371,653,899.29 473,336,898.07 

所有者权益：   

  股本 474,000,000.00 474,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94,094,476.39 94,094,476.39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0,928,492.50 -13,619,012.98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3,006,692.03 23,006,692.0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39,870,085.06 161,260,441.7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20,042,760.98 738,742,597.15 

  少数股东权益 17,007,472.34 17,921,459.01 

所有者权益合计 737,050,233.32 756,664,056.1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108,704,132.61 1,230,000,954.23 

 

四、报告书全文第18页第四节财务报表“3、合并本报告期利润表”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250,834,622.64 185,073,381.36 

  其中：营业收入 250,834,622.64 185,073,381.36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50,190,790.49 169,724,980.86 

  其中：营业成本 179,232,539.72 92,676,890.26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

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12,523.78 212,664.84 

     销售费用 51,692,200.34 57,877,143.19 

     管理费用 12,335,448.12 16,753,102.19 

     财务费用 6,858,673.04 560,272.73 

     资产减值损失 184,453.05 1,644,907.65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其他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643,832.15 15,348,400.50 

  加：营业外收入 1,633,315.48 1,258,846.26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

得 
 4,193.82 

  减：营业外支出 94,807.61 811,005.99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 
 357,911.6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2,182,340.02 15,796,240.77 

  减：所得税费用 -1,229,097.51 1,874,300.5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3,411,437.53 13,921,940.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30,128.71 13,505,315.36 

  少数股东损益 -518,691.18 416,624.87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310,802.92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1,949,162.26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

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

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1,949,162.26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

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

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

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

额 
 1,949,162.26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361,640.66 

七、综合收益总额 3,411,437.53 16,232,743.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3,930,128.71 15,454,477.6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518,691.18 778,265.53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0 0.03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10 0.030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56,740,783.14 185,073,381.36 

  其中：营业收入 156,740,783.14 185,073,381.36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61,000,850.99 169,724,980.86 

  其中：营业成本 90,293,700.22 92,676,890.26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

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353,405.21 212,664.84 

     销售费用 46,537,200.34 57,877,143.19 

     管理费用 16,773,419.13 16,753,102.19 

     财务费用 6,858,673.04 560,272.73 

     资产减值损失 184,453.05 1,644,907.65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其他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4,260,067.85 15,348,400.50 

  加：营业外收入 1,633,315.48 1,258,846.26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

得 
 4,193.82 

  减：营业外支出 94,807.61 811,005.99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357,911.60 



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2,721,559.98 15,796,240.77 

  减：所得税费用 -1,229,097.51 1,874,300.5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1,492,462.47 13,921,940.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6,310.94 13,505,315.36 

  少数股东损益 -1,286,151.53 416,624.87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310,802.92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1,949,162.26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

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

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1,949,162.26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

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

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

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

额 
 1,949,162.26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361,640.66 

七、综合收益总额 -1,492,462.47 16,232,743.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206,310.94 15,454,477.6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1,286,151.53 778,265.53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04 0.03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04 0.030 

 



五、报告书全文第22页第四节财务报表“5、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608,439,872.77 563,212,669.47 

  其中：营业收入 608,439,872.77 563,212,669.47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612,182,816.06 520,467,572.28 

  其中：营业成本 376,848,122.16 291,361,965.87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

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2,947,199.34 1,850,817.43 

     销售费用 162,844,064.54 164,987,111.37 

     管理费用 44,832,701.12 52,964,314.61 

     财务费用 18,584,084.55 2,833,470.72 

     资产减值损失 6,126,644.35 6,469,892.2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其他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3,742,943.29 42,745,097.19 

  加：营业外收入 4,944,165.38 14,600,948.2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

得 
21,854.87 4,193.82 

  减：营业外支出 118,324.02 2,346,755.28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 
15,086.41 1,770,670.6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082,898.07 54,999,290.11 

  减：所得税费用 -3,347,785.06 7,749,984.7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4,430,683.13 47,249,305.3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481,566.81 45,978,893.17 

  少数股东损益 -2,050,883.68 1,270,412.21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189,710.10 7,090,191.0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2,690,520.48 5,980,576.16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

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

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2,690,520.48 5,980,576.16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

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

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

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

额 
2,690,520.48 5,980,576.16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499,189.62 1,109,614.90 

七、综合收益总额 7,620,393.23 54,339,496.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9,172,087.29 51,959,469.3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1,551,694.06 2,380,027.11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 0.097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1 0.0970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514,346,033.27 563,212,669.47 

  其中：营业收入 514,346,033.27 563,212,669.47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522,992,876.56 520,467,572.28 

  其中：营业成本 287,909,282.66 291,361,965.87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

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3,413,128.33 1,850,817.43 

     销售费用 157,689,064.54 164,987,111.37 

     管理费用 49,270,672.13 52,964,314.61 

     财务费用 18,584,084.55 2,833,470.72 

     资产减值损失 6,126,644.35 6,469,892.2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其他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8,646,843.29 42,745,097.19 

  加：营业外收入 4,944,165.38 14,600,948.2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

得 
21,854.87 4,193.82 

  减：营业外支出 118,324.02 2,346,755.28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 
15,086.41 1,770,670.6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821,001.93 54,999,290.11 

  减：所得税费用 -3,347,785.06 7,749,984.7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473,216.87 47,249,305.3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45,127.16 45,978,893.17 

  少数股东损益 -2,818,344.03 1,270,412.21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189,710.10 7,090,191.0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2,690,520.48 5,980,576.16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

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

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2,690,520.48 5,980,576.16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

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

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

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

额 
2,690,520.48 5,980,576.16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499,189.62 1,109,614.90 

七、综合收益总额 2,716,493.23 54,339,496.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5,035,647.64 51,959,469.3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2,319,154.41 2,380,027.11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5 0.097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5 0.0970 

 

除上述更正的内容，我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2018年7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由此给投资者和



2017年三季度报告使用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二、报告全文第6页第三节重要事项：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二、利润表主要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