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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信息披露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事后核查，由于工

作人员疏忽，导致公司2016年度报告、2017年度报告及2018年半年度报告出

现部分信息披露遗漏及错误，现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正，具体如下： 

一、2016年年度报告： 

更正前：3、在合营安排或联营企业中的权益  

（1）重要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或联

营企业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对合营企业或

联营企业投资

的会计处理方

法 

直接 间接 

中国国际期货

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 期货经纪 17.96%  权益法 

更正后：3、在合营安排或联营企业中的权益 

（1）重要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或联

营企业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对合营企业或

联营企业投资

的会计处理方

法 

直接 间接 

中国国际期货

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 期货经纪 19.76%  权益法 

 



二、2017年度报告： 

更正前：第六节 三 3、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实际控制人姓名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姜荣 中国 否 

主要职业及职务 

历任北京恒利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总经理、董事长，中期

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捷利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等。现任中期集

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过去 10 年曾控股的境内外上市公司

情况 
无 

更正后：第六节 三 3、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实际控制人姓名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姜荣 中国 否 

刘润红 中国 否 

主要职业及职务 

姜荣，历任北京恒利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总经理、董事长，

中期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捷利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等。现任中

期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

总监。刘润红，历任美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津美捷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等，

现任中期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过去 10 年曾控股的境内外上市公司

情况 
无 

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二 5、合并现金流量表更正前： 

项      目   2017 年度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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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49,547.7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3,676,367.6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6,325,915.4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4,177,456.6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008,423.09 

   支付的各项税费  631,085.5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4,757,338.9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7,574,30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48,388.78 

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二 5、合并现金流量表更正后： 

项      目   2017 年度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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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49,547.74  

     收到的税费返还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252,347.5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1,901,895.3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0,936,730.4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008,423.09  

   支付的各项税费   631,085.5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3,574,045.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3,150,284.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48,388.78  

财务报表附注五 37、现金流量表项目： 

（1）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更正前后： 

项  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利息收入 962,858.23 962,858.23 

其他（营业外收入） 43,721.47 43,721.47 

收到往来款 8,245,767.86 8,245,767.86 

票据保证金 64,424,020.11  

合 计 73,676,367.67 9,252,347.56 

（2）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更正前后： 

项  目 更正前 更正后 

支付往来款等  7,705,771.64 7,705,771.64 

支付经营管理费用 5,068,273.36 5,068,273.36 

支付票据保证金 81,983,293.95 10,800,000.00 

合 计 94,757,338.95 23,574,045.00 

本次更正对公司 2017 年现金流量净额无影响，也不影响公司 2017 年度净利润。 

三、2018半年度报告： 

财务报表附注 九、1、（3）重要非全资子公司的主要财务信息更正前： 

子公司名

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综合收益

总额 

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综合收益

总额 

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 

深圳中期

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444,417.8

0 
 
-4,148,660.

96 
2,000.00 

-281,016.4

7 

-281,016.4

7 
-8,263.61 



东莞市永

濠汽车销

售服务有

限公司 

 
-559,691.4

4 
 
-4,873,059.

18 

24,767,220.

24 
237,324.30 237,324.30 

15,296,166.

13 

财务报表附注 九、1、（3）重要非全资子公司的主要财务信息更正后： 

子公司名

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综合收益

总额 

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综合收益

总额 

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 

深圳中期

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0 
-444,417.8

0 

-444,417.8

0 

-4,148,660.

96 
2,000.00 

-281,016.4

7 

-281,016.4

7 
-8,263.61 

东莞市永

濠汽车销

售服务有

限公司 

22,870,430.

32 

-559,691.4

4 

-559,691.4

4 

21,601,103.

93 

24,767,220.

24 
237,324.30 237,324.30 

15,296,166.

13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

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

确，使公司的会计核算符合有关规定。同意公司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

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

使公司的会计核算符合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六、独立董事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

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更加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实际情况和财务状况，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希望公司进一步加强日常财

务监管，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我们同意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特此公告。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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