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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更正的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更正的

议案》。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披露了公司2018年半年报告全文与摘要。经事后核查，由于工

作人员分类错误，导致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出现了个别内容错误，现对相关内容进行

更正，为方便阅读，更正部分用黑体加粗字体显示，具体情况如下： 

 

一、需要更正内容 

（一）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之 “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之“四、主要会

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41,647,490.57 1,148,927,473.18 1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189,848.70 34,120,583.54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377,592.20 26,504,888.90 -23.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4,931,436.11 -219,658,718.40 -25.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3% 4.94% -1.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051,222,866.59 3,808,946,414.91 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2,733,919.79 908,108,899.11 1.61% 

更正后：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41,647,490.57 1,148,927,473.18 1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189,848.70 34,120,583.54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377,592.20 26,504,888.90 -23.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931,436.11 -219,658,718.40 75.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3% 4.94% -1.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051,222,866.59 3,808,946,414.91 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2,733,919.79 908,108,899.11 1.61% 

 

（二）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之“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主营业务分析” 

更正前：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341,647,490.57 1,148,927,473.18 16.77%  

营业成本 1,116,172,645.64 943,582,324.24 18.29%  

销售费用 37,961,872.29 35,515,575.92 6.89%  

管理费用 98,864,371.94 84,617,259.63 16.84%  

财务费用 58,140,930.50 46,067,275.87 26.21%  

所得税费用 4,421,242.05 4,117,685.82 7.37%  

研发投入 34,943,125.63 33,538,742.94 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74,931,436.11 -219,658,718.40 -25.1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0,213,423.52 -92,029,747.73 -74.09%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比

例较大主要系本期的收

到的政府补助较上期减

少 7138 万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09,497,847.07 468,135,691.89 -33.89% 

主要系去年同期有募集

资金流入，18 年 4 月发

放现金股利 1993 万元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28,497,369.98 155,316,451.91 -182.73%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比

例较大主要系本期无募

集资金等大额收入，政

府补助较上期减少较大 

 

更正后：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341,647,490.57 1,148,927,473.18 16.77%  

营业成本 1,116,172,645.64 943,582,324.24 18.29%  

销售费用 37,961,872.29 35,515,575.92 6.89%  

管理费用 98,864,371.94 84,617,259.63 16.84%  

财务费用 58,140,930.50 46,067,275.87 26.21%  

所得税费用 4,421,242.05 4,117,685.82 7.37%  

研发投入 34,943,125.63 33,538,742.94 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2,931,436.11 -219,658,718.40 75.90%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0,213,423.52 -92,029,747.73 -74.09%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比

例较大主要系本期的收

到的政府补助较上期减

少 7138 万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7,497,847.07 468,135,691.89 -81.31% 

主要系去年同期有募集

资金流入，18 年 4 月发

放现金股利 1993 万元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28,497,369.98 155,316,451.91 -182.73%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比

例较大主要系本期无募

集资金等大额收入，政

府补助较上期减少较大 

 

（三）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之“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5.合并现

金流量表” 

更正前： 

5、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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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3,875,432.65 956,166,614.93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

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

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59,241,300.33 60,864,968.1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219,329.88 6,226,725.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55,336,062.86 1,023,258,308.2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83,892,646.07 1,038,210,743.99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

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127,948,176.94 107,335,332.96 

  支付的各项税费 35,824,879.61 31,628,716.1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2,601,796.35 65,742,233.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30,267,498.97 1,242,917,026.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4,931,436.11 -219,658,718.4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55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55,997.78 79,236.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059,212.8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974,082.33 83,922,345.7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739,292.91 84,001,581.7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86,952,716.43 176,031,329.52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6,952,716.43 176,031,329.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213,423.52 -92,029,747.7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59,413,641.68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698,404,909.21 1,359,340,651.06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747,113.26 8,25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08,152,022.47 1,627,004,292.7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317,631,627.86 1,103,881,430.42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59,084,421.95 35,263,379.42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利润 
870,0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938,125.59 19,723,791.0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98,654,175.40 1,158,868,600.8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9,497,847.07 468,135,691.8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2,850,357.42 -1,130,773.8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8,497,369.98 155,316,451.9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91,759,207.47 68,216,106.9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3,261,837.49 223,532,558.88 

 

更正后： 

5、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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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3,875,432.65 956,166,614.93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

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

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59,241,300.33 60,864,968.1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219,329.88 6,226,725.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55,336,062.86 1,023,258,308.2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61,892,646.07 1,038,210,743.99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

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127,948,176.94 107,335,332.96 

  支付的各项税费 35,824,879.61 31,628,716.1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2,601,796.35 65,742,233.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08,267,498.97  1,242,917,026.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931,436.11  -219,658,718.4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55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55,997.78 79,236.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059,212.8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974,082.33 83,922,345.7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739,292.91 84,001,581.7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86,952,716.43 176,031,329.52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6,952,716.43 176,031,329.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213,423.52 -92,029,747.7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59,413,641.68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87,404,909.21 1,359,340,651.06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747,113.26 8,25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97,152,022.47  1,627,004,292.7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428,631,627.86  1,103,881,430.42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59,084,421.95 35,263,379.42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870,000.00  



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938,125.59 19,723,791.0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09,654,175.40  1,158,868,600.8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497,847.07  468,135,691.8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2,850,357.42 -1,130,773.8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8,497,369.98 155,316,451.9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91,759,207.47 68,216,106.9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3,261,837.49 223,532,558.88 

 

（四）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之“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 “49、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更正前： 

（1）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单位： 元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 

净利润 35,186,869.93 33,802,835.25 

加：资产减值准备 2,579,537.50 -233,594.69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

物资产折旧 
60,653,953.66 55,088,815.71 

无形资产摊销 2,768,588.50 2,232,269.89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8,309,940.32 16,848,266.6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256,074.29 0.00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576,686.44 0.00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21,200.00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45,332,294.88 36,683,779.43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55,997.78 -79,236.00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446,696.63 631,229.18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186,961.09 13,642.32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87,008,630.11 -299,231,595.44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208,774,621.26 -94,534,936.7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

列） 
-145,884,248.36 28,998,606.07 

其他  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4,931,436.11 -219,658,718.40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 -- -- 



动：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 -- 

现金的期末余额 163,261,837.49 223,532,558.88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91,759,207.47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68,216,106.9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8,497,369.98 155,316,451.91 

 

更正后 

（1）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单位： 元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 

净利润 35,186,869.93 33,802,835.25 

加：资产减值准备 2,579,537.50 -233,594.69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

物资产折旧 
60,653,953.66 55,088,815.71 

无形资产摊销 2,768,588.50 2,232,269.89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8,309,940.32 16,848,266.6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256,074.29 0.00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576,686.44 0.00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21,200.00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45,332,294.88 36,683,779.43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55,997.78 -79,236.00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446,696.63 631,229.18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186,961.09 13,642.32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87,008,630.11 -299,231,595.44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208,774,621.26 -94,534,936.7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

列） 
76,115,751.64 28,998,606.07 

其他  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931,436.11 -219,658,718.40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

动： 
-- --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 -- 

现金的期末余额 163,261,837.49 223,532,558.88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91,759,207.47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68,216,106.9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8,497,369.98 155,316,451.91 



 

（五）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二、公司基本情况”之“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41,647,490.57 1,148,927,473.18 1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189,848.70 34,120,583.54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377,592.20 26,504,888.90 -23.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4,931,436.11 -219,658,718.40 -25.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3% 4.94% -1.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051,222,866.59 3,808,946,414.91 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2,733,919.79 908,108,899.11 1.61% 

 

更正后：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41,647,490.57 1,148,927,473.18 1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189,848.70 34,120,583.54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377,592.20 26,504,888.90 -23.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931,436.11 -219,658,718.40 75.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3% 4.94% -1.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051,222,866.59 3,808,946,414.91 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2,733,919.79 908,108,899.11 1.61% 

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2018年半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影响，公司因上述更正给广

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将加强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升信息披露

的质量。 

二、董事会意见 



2018年10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核通过了《关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

更正的议案》。经全体董事表决，董事会认为：本次更正是必要、合理的，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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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能

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会计

信息，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同意公司本次更正。 

三、监事会意见  

2018年10月29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

更正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更正事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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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制度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更正。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2018年半年度报告更正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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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的决议程序合法，更正后的财

务报表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提高了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更正的处理。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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