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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在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2019

年半年度报告》，经事后审核，原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部分内容需进行补充更正，

具体如下： 

第一节：一、重要提示、目录和释义： 

更正前：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朱要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任会清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本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1 号——上市公司从事

珠宝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可能存在的风险，敬请查阅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

与分析中"公司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的相关内容。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更正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除独立董事以外的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

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朱要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任会清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夏斌 独立董事 
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

意见，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纪长钦 独立董事 
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

意见，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胡凤滨 独立董事 
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

意见，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声明 

以上董事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理由如上，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本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1 号——上市公司从事

珠宝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可能存在的风险，敬请查阅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

与分析中"公司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的相关内容。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八、诉讼事项 

更正后的详细内容详见（2019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后） 

第十节 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告项目注释之 7、存货 

更正前： 

（1）存货分类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原材料                                  209,983,699.12  209,983,699.12 



760,141,608

.09  

760,141,608.09   

在产品     
                                       

-    
   

库存商

品 

           

2,571,352,7

96.08  

              

52,986,658.18  

              

2,518,366,137.90  
3,944,117,573.73 17,544,630.53 3,926,572,943.20 

周转材

料 
    

                                       

-    
   

消耗性

生物资

产 

    
                                       

-    
   

建造合

同形成

的已完

工未结

算资产 

    
                                       

-    
   

低值易

耗品 

                 

2,005,455.7

3  

  
                     

2,005,455.73  
14,146,878.21  14,146,878.21 

包装物     
                                       

-    
913,568.44  913,568.44 

发出商

品 

             

331,482,362

.84  

                

101,449,760.53  

                 

230,032,602.31  
42,618,782.17  42,618,782.17 

委托加

工物资 
    

                                       

-    
239,616.31  239,616.31 

合计 

          

3,664,982,2

22.74  

              

154,436,418.71  

              

3,510,545,804.03  
4,212,020,117.98 17,544,630.53 4,194,475,487.45 

（2）存货跌价准备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

销 
其他 

原材料             

在产品             

库存商品 17,544,630.53 35,442,027.65       52,986,658.18 

周转材料             

消耗性生物资产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

完工未结算资产 
            

发出商品   101,449,760.53       101,449,760.53 

合计 17,544,630.53 136,891,788.18       154,436,418.71 



更正后： 

（1）存货分类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原材料 

              

760,141,608

.09  

  
                 

760,141,608.09   
209,983,699.12  209,983,699.12 

在产品     
                                       

-    
   

库存商

品 

           

2,645,336,6

70.17  

              

119,970,225.29  

              

2,525,366,444.88  
3,944,117,573.73 17,544,630.53 3,926,572,943.20 

周转材

料 
    

                                       

-    
   

消耗性

生物资

产 

    
                                       

-    
   

建造合

同形成

的已完

工未结

算资产 

    
                                       

-    
   

低值易

耗品 

                 

2,005,455.7

3  

  
                     

2,005,455.73  
14,146,878.21  14,146,878.21 

包装物     
                                       

-    
913,568.44  913,568.44 

发出商

品 

             

257,498,488

.75  

                

34,466,193.42  

                 

223,032,295.33  
42,618,782.17  42,618,782.17 

委托加

工物资 
    

                                       

-    
239,616.31  239,616.31 

合计 

          

3,664,982,2

22.74  

              

154,436,418.71  

              

3,510,545,804.03  
4,212,020,117.98 17,544,630.53 4,194,475,487.45 

（2）存货跌价准备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

销 
其他 

原材料             

在产品             



库存商品 17,544,630.53 102,425,594.76       119,970,225.29 

周转材料             

消耗性生物资产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

完工未结算资产 
            

发出商品   34,466,193.42       34,466,193.42 

合计 17,544,630.53 136,891,788.18       154,436,418.71 

 

第十节 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告项目注释之 49、资产减值损失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坏账损失 -309,514,059.90 22,374,456.73 

二、存货跌价损失 -15,574,565.49   

      

合计 -325,088,625.39 22,374,456.73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坏账损失 -187,944,213.04 22,374,456.73 

二、存货跌价损失 -137,144,412.35   

      

合计 -325,088,625.39 22,374,456.73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本次变更不会对2019年半

年度财务报表数据造成影响。对于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变，公司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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