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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3月22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披露了《2018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审计报告》及《关于向银行申请2019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经事后审核发现，部分内容

出现差错，现对该部分内容进行更正。以下更正不会对公司 2018 年度业绩造成

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8 年年度报告》及《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相关内容 

（一）《2018 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中 “七、合并财务报表

项目注释” 之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十

一、公允价值的披露”之“2、持续和非持续第一层次公允价值计量项目市价的

确定依据”；及《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 “九、公允价值的披露”

之“2、持续和非持续第一层次公允价值计量项目市价的确定依据”。 

更正前： 

注：公司2018年收到因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005）重整后

的债券转股权。 

更正后： 

注：公司2018年收到因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005）重整后

的债权转股权。 

（二）《2018 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中 “七、合并财务报表

项目注释” 之 “4、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2）应收账款 ”；及《2018 年年度

审计报告》中“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3、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更正前： 

因金融资产转移而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 

更正后： 

因金融资产转移而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 

本公司本期转让给中电科租赁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140,520,214.28元，已

提坏账准备6,065,657.98元，账面净值134,454,556.30元。中电科租赁与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并已于

2018年11月27日公告。 

二、《关于向银行申请2019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中相关内容 

更正前：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名称 授信形式 方式 总额度（万元） 

交通银行亚运村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开立

进口即期信用证、开立进口远期信用证等 
23000 

北京银行中轴路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应收账款保理等 
70000 

浦发银行花园路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保理等 
33000 

招商银行大运村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应收账款保理等 
10000 

民生银行魏公村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应收账款保理等 
20000 

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

限公司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保理等 
280000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应收账款保理等 
30000 

光大银行世纪城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保理等 
10000 

建行北京安华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应收账款保理等 30000 

工行海淀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应收账款保理等 
15000 

中国银行王府井支行 信用 
保函、开立进口即期信用证、开立进口远期

信用证等 
10000 

广发银行安立路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60000 



商票保贴及贴现等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

村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保理等 
25000 

渣打银行北京分行 信用 
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开立进口即期信用证、

开立进口远期信用证等 
25000 

兴业银行花园路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应收账款保理等 
30000 

浙商银行北京分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保理等 
40000 

合计     7110000 

北京太极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名称 授信形式 方式 总额度（万元） 

浦发银行花园路支行 信用 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等 5000 

北京银行中轴路支行 担保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保理等（包含在太极股份综合授信

里） 

5000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 担保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保理等 
5000 

浦发银行花园路支行 信用 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应收账款保理等 15000 

广发银行安立路支行 担保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贴及贴现等 
10000 

光大银行世纪城支行 担保 流动资金贷款等 5000 

合计     450000 

 

更正后：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名称 授信形式 方式 总额度（万元） 

交通银行亚运村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开立

进口即期信用证、开立进口远期信用证等 
23000 

北京银行中轴路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应收账款保理等 
70000 

浦发银行花园路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保理等 
33000 

招商银行大运村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10000 



信用证、应收账款保理等 

民生银行魏公村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应收账款保理等 
20000 

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

限公司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保理等 
280000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应收账款保理等 
30000 

光大银行世纪城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保理等 
10000 

建行北京安华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应收账款保理等 30000 

工行海淀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应收账款保理等 
15000 

中国银行王府井支行 信用 
保函、开立进口即期信用证、开立进口远期

信用证等 
10000 

广发银行安立路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商票保贴及贴现等 
6000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

村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保理等 
25000 

渣打银行北京分行 信用 
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开立进口即期信用证、

开立进口远期信用证等 
25000 

兴业银行花园路支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应收账款保理等 
30000 

浙商银行北京分行 信用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保理等 
40000 

合计     711000 

北京太极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名称 授信形式 方式 总额度（万元） 

浦发银行花园路支行 信用 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等 5000 

北京银行中轴路支行 担保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保理等（包含在太极股份综合授信

里） 

5000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 担保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保理等 
5000 

浦发银行花园路支行 信用 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应收账款保理等 15000 

广发银行安立路支行 担保 流动资金贷款和开立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10000 



商票保贴及贴现等 

光大银行世纪城支行 担保 流动资金贷款等 5000 

合计     45000 

 

除以上情况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对于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公司及审计机构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3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