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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8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19-031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8 年年度报告》及《2018 年年度报告摘

要》，经事后审核发现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及《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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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关内容 

1、更正内容：“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中“六、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

指标”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92,147,847.51 -256,930,848.64 91.55% -231,778,889.57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92,147,847.51 -256,930,848.64 -91.55% -231,778,889.57 

2、更正内容：“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二、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与

成本（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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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机床产品 83,084,147.63 102,686,039.52 -23.59% -24.89% -18.96% 62.15%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机床产品 83,084,147.63 102,686,039.52 -23.59% -24.89% -18.96% -62.13% 

3、更正内容：“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二、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与

成本（5）营业成本构成” 

更正前：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机床产品 原材料 48,276,118.15 58.66% 82,241,174.29 64.91% -41.30% 

机床产品 人工费用 16,780,497.03 20.39% 13,745,590.32 10.85% 22.08% 

机床产品 制造费用 17,247,814.19 20.96% 30,722,881.54 24.25% -43.86% 

光伏产品 原材料   346,746.69 68.54% -100.00% 

光伏产品 人工费用   48,364.44 9.56% -100.00% 

光伏产品 制造费用   110,793.01 21.90% -100.00%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数控机床产品 原材料 31,934,852.34 55.00% 33,109,675.44 57.85% -3.55% 

数控机床产品 人工费 12,250,630.62 21.10% 6,925,273.52 12.10% 76.90% 

数控机床产品 制造费用 13,880,444.78 23.90% 17,198,716.46 30.05% -19.29% 

普通机床产品 原材料 16,341,265.81 67.42% 32,026,700.64 68.32% -48.98% 

普通机床产品 人工费 4,529,866.41 18.69% 4,856,507.89 10.36% -6.73% 

普通机床产品 制造费用 3,367,369.42 13.89% 9,994,280.71 21.32% -6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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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配件产品 原材料 9,032,172.14 55.01% 17,104,798.21 75.69% -47.20% 

机床配件产品 人工费 3,134,411.31 19.09% 1,963,808.91 8.69% 59.61% 

机床配件产品 制造费用 4,251,260.72 25.89% 3,529,884.37 15.62% 20.44% 

光伏产品 原材料   346,746.69 68.54% -100.00% 

光伏产品 人工费用   48,364.44 9.56% -100.00% 

光伏产品 制造费用   110,793.01 21.90% -100.00% 

更正后：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机床产品 原材料 61,272,056.26 59.67% 82,241,174.29 64.91% -25.50% 

机床产品 人工费用 19,914,908.34 19.39% 13,745,590.32 10.85% 44.88% 

机床产品 制造费用 21,499,074.92 20.94% 30,722,881.54 24.25% -30.02% 

光伏产品 原材料   346,746.69 68.54% -100.00% 

光伏产品 人工费用   48,364.44 9.56% -100.00% 

光伏产品 制造费用   110,793.01 21.90% -100.00%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数控机床产品 原材料 34,898,618.31  57.18% 33,109,675.44 57.85% 5.40% 

数控机床产品 人工费 12,250,630.62 21.10% 6,925,273.52 12.10% 76.90% 

数控机床产品 制造费用 13,880,444.78 23.90% 17,198,716.46 30.05% -19.29% 

普通机床产品 原材料 17,341,265.81  68.71% 32,026,700.64 68.32% -45.85% 

普通机床产品 人工费 4,529,866.41 18.69% 4,856,507.89 10.36% -6.73% 

普通机床产品 制造费用 3,367,369.42 13.89% 9,994,280.71 21.32% -66.31% 

机床配件产品 原材料 9,032,172.14 55.01% 17,104,798.21 75.69% -47.20% 

机床配件产品 人工费 3,134,411.31 19.09% 1,963,808.91 8.69% 59.61% 

机床配件产品 制造费用 4,251,260.72 25.89% 3,529,884.37 15.62% 20.44% 

光伏产品 原材料   346,746.69 68.54% -100.00% 

光伏产品 人工费用   48,364.44 9.56% -100.00% 

光伏产品 制造费用   110,793.01 21.90% -100.00% 

4、更正内容：“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四、资产及负债状况分析 3、

截至报告期末的资产权利受限情况” 

更正前：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元）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2,778,445.52 司法冻结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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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4,477,118.51 诉讼查封 

无形资产 46,834,084.12 查封及贷款抵押担保 

合计 54,089,648.15  

更正后：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元）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2,232,386.90 司法冻结资金 

固定资产 4,477,118.51 诉讼查封 

无形资产 46,834,084.12 查封及贷款抵押担保 

合计 53,543,589.53  

二、《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中相关内容 

 更正内容：“二、公司基本情况”中“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1）近三年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92,147,847.51 -256,930,848.64 91.55% -231,778,889.57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92,147,847.51 -256,930,848.64 -91.55% -231,778,889.57 

除上述补充与更正内容之外，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及《2018 年年度报告

摘要》的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将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更

正后的《2018 年年度报告（更新后）》、《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更新后）》，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 2018 年度业绩造成影响，公司对因此

给广大投资者和定期报告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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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