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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前期相关报告数据的更正调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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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披露了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披露了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根据业务发展情况，

出于谨慎性和可比性原则等，公司在自查中发现个别数据和信息需修订完善，对相关

报告无本质影响。现对部分内容予以更正，具体内容如下： 

 

一、2015 年年度报告 

（一）“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5、关联交易情况”“（1）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中，专卖店的线缆交易金额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专卖店 线缆 39,166.32 13,126.37 

更正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专卖店 线缆 27,027.96 13,126.37 

 

（二）“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6、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项目”和“（2）应付项目”中，关联方专卖店的相关数据更正如下： 

更正前： 

（1）应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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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电缆） 专卖店 846,912.82 - 5,952,579.19 - 

（2）应付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预收款项 专卖店 59,001,032.50 45,971,208.29 

更正后： 

（1）应收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电缆） 专卖店 3,162,367.53 1,939,763.09 5,952,579.19 - 

（2）应付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预收款项 专卖店 32,018,254.15 45,971,208.29 

 

二、2017 年年度报告 

（一）“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5、关联交易情况”“（1）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中，关联方爱普高分子和福瑞智电相关数据

更正如下： 

更正前：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爱普高分子 辅料 1,118.66 1,046.54 

爱普高分子 线缆 93.37 22.36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爱普高分子 线缆 6.57 1.37 

更正后：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爱普高分子 电缆辅料 1,212.03 1,068.9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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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爱普高分子 电缆辅料 6.57 1.37 

福瑞智电 配电监测产品 107.56 - 

 

（二）“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6、关联方应收应付款

项”“（1）应收项目”中，增加关联方福瑞智电相关数据，更正后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福瑞智电 504,689.67 25,234.48   

 

三、2018 年半年度报告 

（一）“第六节普通股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二、股东情况”“（二）截止报告期末

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中，远东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通过可交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未计入质押或冻结数量，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远东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77,670,000 

1,412,414,7

82 
63.64 0 质押 

1,162,800,0

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更正后：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远东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77,670,000 

1,412,414,7

82 
63.64 0 质押 

1,273,000,0

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二）“第十节财务报告”“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5、关联交易情况”“（7）关

键管理人员报酬”中，关键管理人员报酬数据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261.77 366.90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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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291.77 366.90 

 

（三）“第十节财务报告”“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6、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项目”中，关联方爱普高分子的应收项目数据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爱普高分子 804,604.28  85,117.50  

其他应收款 爱普高分子 984,833.02  753,149.17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爱普高分子 380,494.81  85,117.50  

其他应收款 爱普高分子 1,408,942.49  753,149.17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和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本次更正后的2015年年度报

告全文、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和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将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敬请投资者查阅。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公司坚持自查自纠，

勤勉尽职，努力规范，以促进企业更好的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