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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3         证券简称：*ST东凌        公告编号：2019-023 

 

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资产减值调整 

暨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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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17 年资产减值调整暨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对 2017 年资产减值进行了调整，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追溯调整相关

财务数据。根据上述更正和调整，公司对 2017年年度财务报表、2018年第一季

度财务报表、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表、2018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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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对已披露的以前期间财务信息（包括年度、半年

度、季度财务信息）作出更正，应披露受更正事项影响的最近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更正后的年度财务报表以及受更正事项影响的最近一期更正后的中期财务报表。

公司对《2017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2018年第三季度报

告正文》、《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所涉及调整的内容进行了更正。现将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及管理层对减值调整暨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说明 

公司于 2018年 4月 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公

司依据评估机构的咨询估值报告判断 2017 年计提无形资产（采矿权）减值准备

人民币 259,262.52 万元，并根据 2017 年资产减值计提准备编制公司 2017 年年

度财务报告。公司于 2018年 4 月 2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主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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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了《2017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由于会计师无法确定无

形资产（采矿权）减值准备计提金额的合理性，且该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

且广泛，因此公司 2017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中勤万信”）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已于

2018年 5月 3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为消除相关影响，公司重新聘请了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上述事项进行了重新评估和计量，评估机构出具了天兴评报字【2019】第 0368

号评估报告。评估报告确认中农国际采矿权价值为人民币 278,533.50 万元；公

司依据评估报告,确认采矿权减值为人民币 70,558.38万元。根据评估报告结果，

公司对中农钾肥采矿权的价值及减值重新确认，并依此追溯调整了采矿权及减值

的金额、相关报表科目及附注。公司配合会计师中勤万信对公司调整采矿权减值

及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的 2017 年财务状况重新进行了审计。经过重新审计，

中勤万信认为影响无法表示意见内容的事项已消除，并于 2019 年 4月 22日对公

司调整后的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勤信审字

【2019】第 0931号）。 

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表的更正，涉及公司 2018年相关资产负债类科目的期

初数据相应的调整，公司对 2018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调整。采矿权价值变更将导致采矿权摊销

数值的变动。 

二、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本次对中农钾肥采矿权价值及减值调整直接影响财务报表科目的变化 

合并资产

负债表 

财务报表项目  更正后   更正前   变动金额  

无形资产-期末

余额 

2017 年年报 2,785,722,694.83 898,681,362.68 1,887,041,332.15 

2018 年一季度 2,781,376,144.74 895,758,837.42 1,885,617,307.32 

2018 年半年报 2,780,275,569.86 896,535,509.28 1,883,740,060.58 

2018 年三季度 2,777,222,190.88 895,361,137.84 1,881,861,053.04 

无形资产-期初

余额 

2018 年一季度 2,785,722,694.83 898,681,362.68 1,887,041,332.15 

2018 年半年报 2,785,722,694.83 898,681,362.68 1,887,041,332.15 

2018 年三季度 2,785,722,694.83 898,681,362.68 1,887,041,332.15 

合并利润

表 

资产减值损失-

本期发生额 
2017 年年报 707,892,571.71 2,594,933,903.86 -1,887,041,3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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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本期

发生额 

2018 年一季度 17,151,860.10 15,727,835.27 1,424,024.83 

2018 年半年报 31,080,540.52 27,779,268.95 3,301,271.57 

2018 年三季度 20,078,433.23 18,199,425.69 1,879,007.54 

（二）对 2017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影响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1,535,770,294.27 1,535,770,294.27 2,399,954,760.73 2,399,954,760.73 -36.01% -3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688,323,758.32 -2,386,660,957.25 19,520,905.53 19,520,905.53 -3626.09% -1232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89,030,168.34 -2,387,367,367.27 6,066,743.53 6,066,743.53 -11457.50% -39451.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14,425,310.23 14,425,310.23 119,022,392.35 119,022,392.35 -87.88% -87.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094 -3.1532 0.03 0.03 -3131.33% -10610.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094 -3.1532 0.03 0.03 -3131.33% -1061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1% -76.86% 0.45% 0.45% -17.86% -77.31%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元） 4,235,247,036.60 2,348,205,704.45 5,170,864,649.57 5,170,864,649.57 -18.09% -5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3,607,087,348.60 1,908,750,149.67 4,301,893,893.70 4,301,893,893.70 -16.15% -55.63% 

（三）对 2018年第一季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85,742,732.41 85,742,732.41 274,319,702.18 274,319,702.18 -68.74% -6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8,079,171.27 -6,797,548.92 -5,105,250.22 -5,105,250.22 -58.25% -3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8,136,177.80 -6,854,555.45 -5,216,201.78 -5,216,201.78 -55.98% -31.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11,906,071.04 11,906,071.04 -49,015,442.77 -49,015,442.77 124.29% 124.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7 -0.009 -0.0067 -0.0067 -59.70% -34.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7 -0.009 -0.0067 -0.0067 -59.70% -34.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2% -0.35% -0.12% -0.12% -0.10% -0.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元） 4,222,940,438.68 2,337,323,131.36 4,235,247,036.60 2,348,205,704.45 -0.29%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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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3,599,172,822.39 1,902,117,245.81 3,607,087,348.60 1,908,750,149.67 -0.22% -0.35% 

（四）对 2018年半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174,828,284.24 174,828,284.24 690,258,100.53 690,258,100.53 -74.67% -7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5,638,832.26 -2,667,687.85 -20,498,770.61 -20,498,770.61 72.49% 8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5,894,046.34 -2,922,901.93 -21,297,325.28 -21,297,325.28 72.32% 86.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5,451,847.56 -5,451,847.56 -122,086,391.10 -122,086,391.10 95.53% 95.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4 -0.0035 -0.0271 -0.0271 72.69% 87.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4 -0.0035 -0.0271 -0.0271 72.69% 87.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0.14% -0.48% -0.48% 0.32% 0.3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元） 4,205,454,214.80 2,321,714,154.22 4,235,247,036.60 2,348,205,704.45 -0.70% -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3,601,186,533.04 1,905,820,478.52 3,607,087,348.60 1,908,750,149.67 -0.16% -0.15% 

（五）对 2018年第三季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元） 4,210,446,949.06 2,328,585,896.02 4,235,247,036.60 2,348,205,704.45 -0.59%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3,604,929,631.43 1,911,254,683.70 3,607,087,348.60 1,908,750,149.67 -0.06% 0.1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129,686,540.89 129,686,540.89 -68.91% -68.91% 304,514,825.13 304,514,825.13 -72.50% -7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4,219,288.26 5,910,395.05 126.66% 137.34% -1,419,544.00 3,242,707.20 96.09% 10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3,671,670.73 5,362,777.52 122.94% 133.50% -2,222,375.61 2,439,875.59 94.04% 106.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 -- -- -- 22,043,467.41 22,043,467.41 119.47% 119.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6 0.0078 126.79% 137.32% -0.0019 0.0043 96.04% 1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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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6 0.0078 126.79% 137.32% -0.0019 0.0043 96.04% 108.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12% 0.31% 0.49% 0.68% -0.04% 0.17% 0.81% 1.02% 

三、对财务报表具体项目的影响 

（一）对 2017年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财务报表项目  更正后   更正前   变动金额  

合并

资产

负债

表 

无形资产 期末余额 2,785,722,694.83 898,681,362.68 1,887,041,332.15 

非流动资产合计 期末余额 3,590,765,404.41 1,703,724,072.26 1,887,041,332.15 

资产总计 期末余额 4,235,247,036.60 2,348,205,704.45 1,887,041,332.15 

未分配利润 期末余额 -950,356,136.97 -2,648,693,335.90 1,698,337,198.9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期末余额 3,607,087,348.60 1,908,750,149.67 1,698,337,198.93 

少数股东权益 期末余额 280,774,859.11 92,070,725.89 188,704,133.22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期末余额 3,887,862,207.71 2,000,820,875.56 1,887,041,332.15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期末余额 4,235,247,036.60 2,348,205,704.45 1,887,041,332.15 

合并

利润

表 

营业总成本 本期发生额 2,287,625,501.87 4,174,666,834.02 -1,887,041,332.15 

资产减值损失 本期发生额 707,892,571.71 2,594,933,903.86 -1,887,041,332.15 

营业利润 本期发生额 -749,308,978.99 -2,636,350,311.14 1,887,041,332.15 

利润总额 本期发生额 -750,963,333.71 -2,638,004,665.86 1,887,041,332.15 

净利润 本期发生额 -773,816,148.79 -2,660,857,480.94 1,887,041,332.15 

持续经营净利润 本期发生额 -773,816,148.79 -2,660,857,480.94 1,887,041,332.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本期发生额 -688,323,758.32 -2,386,660,957.25 1,698,337,198.93 

少数股东损益 本期发生额 -85,492,390.47 -274,196,523.69 188,704,133.22 

综合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额 -774,844,516.06 -2,661,885,848.21 1,887,041,332.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综合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额 -688,806,545.10 -2,387,143,744.03 1,698,337,198.9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

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额 -86,037,970.96 -274,742,104.18 188,704,133.22 

基本每股收益 本期发生额 -0.9094 -3.1532 2.2438 

稀释每股收益 本期发生额 -0.9094 -3.1532 2.2438 

合并

所有

者权

益变

动表 

未分配利润-本年增减变

动金额 
本期金额 -688,323,758.32 -2,386,660,957.25 1,698,337,198.93 

未分配利润-综合收益总

额 
本期金额 -688,323,758.32 -2,386,660,957.25 1,698,337,198.93 

未分配利润-本年期末余

额 
本期金额 -950,356,136.97 -2,648,693,335.90 1,698,337,198.93 

少数股东权益-本年增减

变动金额 
本期金额 -86,037,970.96 -274,742,104.18 188,704,133.22 

少数股东权益-综合收益 本期金额 -86,037,970.96 -274,742,104.18 188,704,1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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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少数股东权益-本年期末

余额 
本期金额 280,774,859.11 92,070,725.89 188,704,133.22 

所有者权益合计-本年增

减变动金额 
本期金额 -780,844,516.06 -2,667,885,848.21 1,887,041,332.15 

所有者权益合计-综合收

益总额 
本期金额 -774,844,516.06 -2,661,885,848.21 1,887,041,332.15 

所有者权益合计-本年期

末余额 
本期金额 3,887,862,207.71 2,000,820,875.56 1,887,041,332.15 

母公

司资

产负

债表 

长期股权投资 期末余额 3,109,952,232.39 1,449,402,320.96 1,660,549,911.43 

非流动资产合计 期末余额 3,113,058,513.04 1,452,508,601.61 1,660,549,911.43 

资产总计 期末余额 3,618,650,528.60 1,958,100,617.17 1,660,549,911.43 

未分配利润 期末余额 -943,531,253.52 -2,604,081,164.95 1,660,549,911.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期末余额 3,609,683,830.20 1,949,133,918.77 1,660,549,911.4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期末余额 3,618,650,528.60 1,958,100,617.17 1,660,549,911.43 

母公

司利

润表 

资产减值损失 本期发生额 646,176,090.69 2,306,726,002.12 -1,660,549,911.43 

营业利润 本期发生额 -673,750,023.17 -2,334,299,934.60 1,660,549,911.43 

利润总额 本期发生额 -676,399,577.77 -2,336,949,489.20 1,660,549,911.43 

净利润 本期发生额 -676,399,577.77 -2,336,949,489.20 1,660,549,911.43 

持续经营净利润 本期发生额 -676,399,577.77 -2,336,949,489.20 1,660,549,911.43 

综合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额 -676,399,577.77 -2,336,949,489.20 1,660,549,911.43 

基本每股收益 本期发生额 -0.8936 -3.0875 2.1939 

稀释每股收益 本期发生额 -0.8936 -3.0875 2.1939 

母公

司所

有者

权益

变动

表 

未分配利润-本年增减变

动金额 
本期金额 -676,399,577.77 -2,336,949,489.20 1,660,549,911.43 

未分配利润-综合收益总

额 
本期金额 -676,399,577.77 -2,336,949,489.20 1,660,549,911.43 

未分配利润-本年期末余

额 
本期金额 -943,531,253.52 -2,604,081,164.95 1,660,549,911.43 

所有者权益合计-本年增

减变动金额 
本期金额 -682,399,577.77 -2,342,949,489.20 1,660,549,911.43 

所有者权益合计-综合收

益总额 
本期金额 -676,399,577.77 -2,336,949,489.20 1,660,549,911.43 

所有者权益合计-本年期

末余额 
本期金额 3,609,683,830.20 1,949,133,918.77 1,660,549,911.43 

（二）对 2018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财务报表项目  更正后   更正前   变动金额  

合并

资产

负债

表 

无形资产 期末余额 2,781,376,144.74 895,758,837.42 1,885,617,307.32 

无形资产 期初余额 2,785,722,694.83 898,681,362.68 1,887,041,332.15 

非流动资产合计 期末余额 3,592,665,166.23 1,707,047,858.91 1,885,617,307.32 

非流动资产合计 期初余额 3,590,765,404.41 1,703,724,072.26 1,887,041,3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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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期末余额 4,222,940,438.68 2,337,323,131.36 1,885,617,307.32 

资产总计 期初余额 4,235,247,036.60 2,348,205,704.45 1,887,041,332.15 

未分配利润 期末余额 -958,435,308.24 -2,655,490,884.82 1,697,055,576.58 

未分配利润 期初余额 -950,356,136.97 -2,648,693,335.90 1,698,337,198.9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期末余额 3,599,172,822.39 1,902,117,245.81 1,697,055,576.5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期初余额 3,607,087,348.60 1,908,750,149.67 1,698,337,198.93 

少数股东权益 期末余额 281,265,244.26 92,703,513.52 188,561,730.74 

少数股东权益 期初余额 280,774,859.11 92,070,725.89 188,704,133.22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期末余额 3,880,438,066.65 1,994,820,759.33 1,885,617,307.32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期初余额 3,887,862,207.71 2,000,820,875.56 1,887,041,332.15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期末余额 4,222,940,438.68 2,337,323,131.36 1,885,617,307.32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期初余额 4,235,247,036.60 2,348,205,704.45 1,887,041,332.15 

合并

利润

表 

营业总成本 本期发生额 88,913,117.87 87,489,093.04 1,424,024.83 

管理费用 本期发生额 17,151,860.10 15,727,835.27 1,424,024.83 

营业利润 本期发生额 -3,236,185.46 -1,812,160.63 -1,424,024.83 

利润总额 本期发生额 -3,133,198.83 -1,709,174.00 -1,424,024.83 

净利润 本期发生额 -7,548,162.34 -6,124,137.51 -1,424,024.83 

持续经营净利润 本期发生额 -7,548,162.34 -6,124,137.51 -1,424,024.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本期发生额 -8,079,171.27 -6,797,548.92 -1,281,622.35 

少数股东损益 本期发生额 531,008.93 673,411.41 -142,402.48 

综合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额 -7,424,141.06 -6,000,116.23 -1,424,024.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综合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额 -7,914,526.21 -6,632,903.86 -1,281,622.3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

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额 490,385.15 632,787.63 -142,402.48 

基本每股收益 本期发生额 -0.0107 -0.0090 -0.0017 

稀释每股收益 本期发生额 -0.0107 -0.0090 -0.0017 

母公

司资

产负

债表 

长期股权投资 期末余额 3,109,452,232.39 1,448,902,320.96 1,660,549,911.43 

长期股权投资 期初余额 3,109,952,232.39 1,449,402,320.96 1,660,549,911.43 

非流动资产合计 期末余额 3,112,205,299.50 1,451,655,388.07 1,660,549,911.43 

非流动资产合计 期初余额 3,113,058,513.04 1,452,508,601.61 1,660,549,911.43 

资产总计 期末余额 3,611,078,485.05 1,950,528,573.62 1,660,549,911.43 

资产总计 期初余额 3,618,650,528.60 1,958,100,617.17 1,660,549,911.43 

未分配利润 期末余额 -948,260,691.07 -2,608,810,602.50 1,660,549,911.43 

未分配利润 期初余额 -943,531,253.52 -2,604,081,164.95 1,660,549,911.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期末余额 3,604,954,392.65 1,944,404,481.22 1,660,549,911.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期初余额 3,609,683,830.20 1,949,133,918.77 1,660,549,911.4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期末余额 3,611,078,485.05 1,950,528,573.62 1,660,549,911.4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期初余额 3,618,650,528.60 1,958,100,617.17 1,660,549,9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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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 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财务报表项目  更正后   更正前   变动金额  

合并

资产

负债

表 

无形资产 期末余额 2,780,275,569.86 896,535,509.28 1,883,740,060.58 

无形资产 期初余额 2,785,722,694.83 898,681,362.68 1,887,041,332.15 

非流动资产合计 期末余额 3,599,489,299.90 1,715,749,239.32 1,883,740,060.58 

非流动资产合计 期初余额 3,590,765,404.41 1,703,724,072.26 1,887,041,332.15 

资产总计 期末余额 4,205,454,214.80 2,321,714,154.22 1,883,740,060.58 

资产总计 期初余额 4,235,247,036.60 2,348,205,704.45 1,887,041,332.15 

未分配利润 期末余额 -955,994,969.23 -2,651,361,023.75 1,695,366,054.52 

未分配利润 期初余额 -950,356,136.97 -2,648,693,335.90 1,698,337,198.9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期末余额 3,601,186,533.04 1,905,820,478.52 1,695,366,054.5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期初余额 3,607,087,348.60 1,908,750,149.67 1,698,337,198.93 

少数股东权益 期末余额 276,602,498.71 88,228,492.65 188,374,006.06 

少数股东权益 期初余额 280,774,859.11 92,070,725.89 188,704,133.22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期末余额 3,877,789,031.75 1,994,048,971.17 1,883,740,060.58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期初余额 3,887,862,207.71 2,000,820,875.56 1,887,041,332.15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期末余额 4,205,454,214.80 2,321,714,154.22 1,883,740,060.58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期初余额 4,235,247,036.60 2,348,205,704.45 1,887,041,332.15 

合并

利润

表 

营业总成本 本期发生额 175,889,157.62 172,587,886.05 3,301,271.57 

管理费用 本期发生额 31,080,540.52 27,779,268.95 3,301,271.57 

营业利润 本期发生额 -763,631.91 2,537,639.66 -3,301,271.57 

利润总额 本期发生额 -289,233.99 3,012,037.58 -3,301,271.57 

净利润 本期发生额 -9,704,936.11 -6,403,664.54 -3,301,271.57 

持续经营净利润 本期发生额 -9,704,936.11 -6,403,664.54 -3,301,271.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本期发生额 -5,638,832.26 -2,667,687.85 -2,971,144.41 

少数股东损益 本期发生额 -4,066,103.85 -3,735,976.69 -330,127.16 

综合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额 -10,073,175.96 -6,771,904.39 -3,301,271.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综合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额 -5,900,815.56 -2,929,671.15 -2,971,144.4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

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额 -4,172,360.40 -3,842,233.24 -330,127.16 

基本每股收益 本期发生额 -0.0074 -0.0035 -0.0039 

稀释每股收益 本期发生额 -0.0074 -0.0035 -0.0039 

合并

所有

者权

益变

动表 

未分配利润-上年期末余

额 
本期金额 -950,356,136.97 -2,648,693,335.90 1,698,337,198.93 

未分配利润-本年期初余

额 
本期金额 -950,356,136.97 -2,648,693,335.90 1,698,337,198.93 

未分配利润-本期增减变

动金额 
本期金额 -5,638,832.26 -2,667,687.85 -2,971,1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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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利润-综合收益总

额 
本期金额 -5,638,832.26 -2,667,687.85 -2,971,144.41 

未分配利润-本期期末余

额 
本期金额 -955,994,969.23 -2,651,361,023.75 1,695,366,054.52 

少数股东权益-上年期末

余额 
本期金额 280,774,859.11 92,070,725.89 188,704,133.22 

少数股东权益-本年期初

余额 
本期金额 280,774,859.11 92,070,725.89 188,704,133.22 

少数股东权益-本期增减

变动金额 
本期金额 -4,172,360.40 -3,842,233.24 -330,127.16 

少数股东权益-综合收益

总额 
本期金额 -4,172,360.40 -3,842,233.24 -330,127.16 

少数股东权益-本期期末

余额 
本期金额 276,602,498.71 88,228,492.65 188,374,006.06 

所有者权益合计-上年期

末余额 
本期金额 3,887,862,207.71 2,000,820,875.56 1,887,041,332.15 

所有者权益合计-本年期

初余额 
本期金额 3,887,862,207.71 2,000,820,875.56 1,887,041,332.15 

所有者权益合计-本期增

减变动金额 
本期金额 -10,073,175.96 -6,771,904.39 -3,301,271.57 

所有者权益合计-综合收

益总额 
本期金额 -10,073,175.96 -6,771,904.39 -3,301,271.57 

所有者权益合计-本期期

末余额 
本期金额 3,877,789,031.75 1,994,048,971.17 1,883,740,060.58 

母公

司资

产负

债表 

长期股权投资 期末余额 3,109,452,232.39 1,448,902,320.96 1,660,549,911.43 

长期股权投资 期初余额 3,109,952,232.39 1,449,402,320.96 1,660,549,911.43 

非流动资产合计 期末余额 3,111,852,689.57 1,451,302,778.14 1,660,549,911.43 

非流动资产合计 期初余额 3,113,058,513.04 1,452,508,601.61 1,660,549,911.43 

资产总计 期末余额 3,607,183,338.87 1,946,633,427.44 1,660,549,911.43 

资产总计 期初余额 3,618,650,528.60 1,958,100,617.17 1,660,549,911.43 

未分配利润 期末余额 -951,276,907.48 -2,611,826,818.91 1,660,549,911.43 

未分配利润 期初余额 -943,531,253.52 -2,604,081,164.95 1,660,549,911.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期末余额 3,601,938,176.24 1,941,388,264.81 1,660,549,911.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期初余额 3,609,683,830.20 1,949,133,918.77 1,660,549,911.4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期末余额 3,607,183,338.87 1,946,633,427.44 1,660,549,911.4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期初余额 3,618,650,528.60 1,958,100,617.17 1,660,549,911.43 

母公

司所

有者

权益

变动

表 

未分配利润-上年期末余

额 
本期金额 -943,531,253.52 -2,604,081,164.95 1,660,549,911.43 

未分配利润-本年期初余

额 
本期金额 -943,531,253.52 -2,604,081,164.95 1,660,549,911.43 

未分配利润-本期期末余

额 
本期金额 -951,276,907.48 -2,611,826,818.91 1,660,549,911.43 

所有者权益合计-上年期 本期金额 3,609,683,830.20 1,949,133,918.77 1,660,549,9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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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余额 

所有者权益合计-本年期

初余额 
本期金额 3,609,683,830.20 1,949,133,918.77 1,660,549,911.43 

所有者权益合计-本期期

末余额 
本期金额 3,601,938,176.24 1,941,388,264.81 1,660,549,911.43 

（四）对 2018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财务报表项目  更正后   更正前   变动金额  

合并

资产

负债

表 

无形资产 期末余额 2,777,222,190.88 895,361,137.84 1,881,861,053.04 

无形资产 期初余额 2,785,722,694.83 898,681,362.68 1,887,041,332.15 

非流动资产合计 期末余额 3,598,366,498.05 1,716,505,445.01 1,881,861,053.04 

非流动资产合计 期初余额 3,590,765,404.41 1,703,724,072.26 1,887,041,332.15 

资产总计 期末余额 4,210,446,949.06 2,328,585,896.02 1,881,861,053.04 

资产总计 期初余额 4,235,247,036.60 2,348,205,704.45 1,887,041,332.15 

未分配利润 期末余额 -951,775,680.97 -2,645,450,628.70 1,693,674,947.73 

未分配利润 期初余额 -950,356,136.97 -2,648,693,335.90 1,698,337,198.9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期末余额 3,604,929,631.43 1,911,254,683.70 1,693,674,947.7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期初余额 3,607,087,348.60 1,908,750,149.67 1,698,337,198.93 

少数股东权益 期末余额 266,205,303.88 78,019,198.57 188,186,105.31 

少数股东权益 期初余额 280,774,859.11 92,070,725.89 188,704,133.22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期末余额 3,871,134,935.31 1,989,273,882.27 1,881,861,053.04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期初余额 3,887,862,207.71 2,000,820,875.56 1,887,041,332.15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期末余额 4,210,446,949.06 2,328,585,896.02 1,881,861,053.04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期初余额 4,235,247,036.60 2,348,205,704.45 1,887,041,332.15 

合并

本报

告期

利润

表 

营业总成本 本期发生额 117,980,193.82 116,101,186.28 1,879,007.54 

管理费用 本期发生额 20,078,433.23 18,199,425.69 1,879,007.54 

营业利润 本期发生额 12,039,455.19 13,918,462.73 -1,879,007.54 

利润总额 本期发生额 12,660,788.56 14,539,796.10 -1,879,007.54 

净利润 本期发生额 2,173,586.84 4,052,594.38 -1,879,007.54 

持续经营净利润 本期发生额 2,173,586.84 4,052,594.38 -1,879,007.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本期发生额 4,219,288.26 5,910,395.05 -1,691,106.79 

少数股东损益 本期发生额 -2,045,701.42 -1,857,800.67 -187,900.75 

综合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额 1,569,073.56 3,448,081.10 -1,879,007.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综合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额 3,743,098.39 5,434,205.18 -1,691,106.7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

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额 -2,174,024.83 -1,986,124.08 -187,900.75 

基本每股收益 本期发生额 0.0056 0.0078 -0.0022 

稀释每股收益 本期发生额 0.0056 0.0078 -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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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年初

到报

告期

末利

润表 

营业总成本 本期发生额 293,869,351.44 288,689,072.33 5,180,279.11 

管理费用 本期发生额 51,158,973.75 45,978,694.64 5,180,279.11 

营业利润 本期发生额 11,275,823.28 16,456,102.39 -5,180,279.11 

利润总额 本期发生额 12,371,554.57 17,551,833.68 -5,180,279.11 

净利润 本期发生额 -7,531,349.27 -2,351,070.16 -5,180,279.11 

持续经营净利润 本期发生额 -7,531,349.27 -2,351,070.16 -5,180,279.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本期发生额 -1,419,544.00 3,242,707.20 -4,662,251.20 

少数股东损益 本期发生额 -6,111,805.27 -5,593,777.36 -518,027.91 

综合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额 -8,504,102.40 -3,323,823.29 -5,180,279.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综合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额 -2,157,717.17 2,504,534.03 -4,662,251.2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

收益总额 
本期发生额 -6,346,385.23 -5,828,357.32 -518,027.91 

基本每股收益 本期发生额 -0.0019 0.0043 -0.0062 

稀释每股收益 本期发生额 -0.0019 0.0043 -0.0062 

母公

司资

产负

债表 

长期股权投资 期末余额 3,099,152,232.39 1,438,602,320.96 1,660,549,911.43 

长期股权投资 期初余额 3,109,952,232.39 1,449,402,320.96 1,660,549,911.43 

非流动资产合计 期末余额 3,101,200,465.25 1,440,650,553.82 1,660,549,911.43 

非流动资产合计 期初余额 3,113,058,513.04 1,452,508,601.61 1,660,549,911.43 

资产总计 期末余额 3,602,199,656.67 1,941,649,745.24 1,660,549,911.43 

资产总计 期初余额 3,618,650,528.60 1,958,100,617.17 1,660,549,911.43 

未分配利润 期末余额 -959,285,316.15 -2,619,835,227.58 1,660,549,911.43 

未分配利润 期初余额 -943,531,253.52 -2,604,081,164.95 1,660,549,911.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期末余额 3,593,929,767.57 1,933,379,856.14 1,660,549,911.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期初余额 3,609,683,830.20 1,949,133,918.77 1,660,549,911.4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期末余额 3,602,199,656.67 1,941,649,745.24 1,660,549,911.4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期初余额 3,618,650,528.60 1,958,100,617.17 1,660,549,911.43 

四、定期报告主要更正事项： 

（一）2017年年度报告的更正事项： 

1、“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第六点“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中 2017 年度金额有变动； 

2、“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第八点“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中

第四季度金额有变动； 

3、“第三节公司业务概要”第二点“主要资产重大变化情况”第二小点“主

要境外资产情况”收益状况金额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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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第三点“非主营业务分析”中资产减值

金额有变动； 

5、“第五节重要事项”第一点“公司普通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情况”公司近三年（包括本报告期）普通现金分红情况表中 2017 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金额有变动； 

6、“第五节重要事项”第七点“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

述的情况说明”增加本次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情况文字描述 

7、“第五节重要事项”第十七点“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第 2 点“重大

担保”第（1）点“担保情况”实际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有变动； 

8、“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一点“审计报告意见类型”有变动； 

9、“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二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期末余额有变动； 

10、“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七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第 25 项“无形资

产”中采矿权金额有变动； 

11、“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七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第 29 项“递延所

得税资产/负债”中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期末金额有变动； 

12、“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七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第 60 项“未分配

利润”本期金额有变动； 

13、“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七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第 66 项“资产减

值损失”本期无形资产减值损失金额有变动； 

14、“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七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第 76 项“现金流

量表补充资料”本期金额有变动 

15、“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九点“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第 1、2 项“重

要的非全资子公司” 、“重要的非全资子公司的主要财务信息”中农钾肥有限

公司金额有变动； 

16、“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六点“其他重要事项”第 6项“分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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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额有变动； 

17、“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七点“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第 3

项“长期投资-对子公司投资”金额有变动； 

18、“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十八点“补充资料”第 2项“净资产收益率及

每股收益”金额有变动。 

（二）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的更正事项 

1、报告第二点“公司基本情况”第三小点“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中

2017年金额有变动； 

2、报告第三点“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第三小点“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

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中钾肥业务金额有变动； 

3、报告第三点“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第五小点“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

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

大变化的说明”中第二段关于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利润发生较大变

化数字有变化。 

（三）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更正事项： 

1、“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第一点“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主要项目

变动情况及原因中相关数据有变动； 

2、“第三节 重要事项”第一点“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

的情况及原因”第 1项“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及第 2项“合

并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中相关数据有变动； 

3、“第四节 财务报表”第一点“财务报表”第 1项“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相关数据有变动； 

4、“第四节 财务报表”第一点“财务报表”第 2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中相关数据有变动。 

5、“第四节 财务报表”第一点“财务报表”第 3项“合并利润表”中相关



14 
 

数据有变动。 

（四）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事项： 

1、“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第四点“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相关金额有变动； 

2、“第三节公司业务概要”第一点“主要资产重大变化情况”第 2 项“主

要境外资产情况”其他情况说明文字表述有变动； 

3、“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第二点“主营业务分析”中主要财务数

据同比变动情况金额有变动； 

4、“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第四点“资产及负债状况”中相关会计

科目金额有变动； 

5、“第十节财务报告”第二点“财务报表”相关报表科目有变动； 

6、“第十节财务报告”第七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第 25项“无形资

产”金额有变动； 

7、“第十节财务报告”第七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第 29项“递延所

得税资产/负债”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有变动； 

8、“第十节财务报告”第七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第 60 项“未分配利润”

金额有变动； 

9、“第十节财务报告”第七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第 64项“管理费用”

金额有变动； 

10、“第十节财务报告”第七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第 73项（2）会计利

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金额有变动； 

11、“第十节财务报告”第九点“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第 1项 2、3点“重

要的非全资子公司” 、“重要的非全资子公司的主要财务信息”中农钾肥有限

公司金额有变动； 

12、“第十节财务报告”第十六点“其他重要事项”第 6 项“分部信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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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有变动； 

13、“第十节财务报告”第十七点“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第 3

项“长期投资-对子公司投资”金额有变动。 

14、“第十节财务报告”第十八点“补充资料”第 2项“净资产收益率及每

股收益”金额有变动。 

（五）2018半年度报告摘要的更正事项： 

1、报告第二点“公司基本情况”第二小点“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中

金额有变动。 

（六）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更正事项： 

1、“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第一点“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中相关数

据有变动； 

2、“第三节 重要事项”第一点“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

的情况及原因”第 1 项“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项目” 及第 2 项“合并

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中相关数据有变动； 

3、“第四节 财务报表”第一点“财务报表”第 1项“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相关数据有变动； 

4、“第四节 财务报表”第一点“财务报表”第 2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中相关数据有变动。 

5、“第四节 财务报表”第一点“财务报表”第 3项“合并本报告期利润表”

中相关数据有变动。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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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对已披露的以前期间财务信息(包括年度、

半年度、季度财务信息)作出更正，应披露受更正事项影响的最近一个完整会计

年度更正后的年度财务报表以及受更正事项影响的最近一期更正后的中期财务

报表。依据上述规定，公司对《2017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所涉及调整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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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进行了更正并予以披露。 

五、独立董事关于 2017 年资产减值调整暨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

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郭学进、沙振权、徐悦认为： 

为消除非标影响，公司聘请了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中

农钾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钾肥”）老挝 35 平方公里钾盐矿采矿权价值

重新评估。公司根据评估报告结果，对中农钾肥采矿权的价值及减值重新确认，

并依此追溯调整了采矿权及减值的金额、相关报表科目及附注。会计师中勤万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调整采矿权减值及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

的 2017 年财务状况重新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本次资产减值调整暨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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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减值调整暨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有利于更加客观反映公司资产状

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资产减值调整暨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审议程序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的要求。 

作为东凌国际独立董事，我们同意本次资产减值调整暨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及追溯调整的事项。我们要求公司日后应加强内部控制的建设和日常会计核算

管理，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提高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切实维护

公司和投资者利益。 

同时，鉴于公司与东凌实业、中农集团等十家交易对手方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纠纷尚未妥善解决，且老挝钾盐项目的生产规模及扩建情况未达重组预期，我们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将持续关注重组纠纷、老挝钾盐项目扩建资金的落实和扩

建情况，督促公司管理层尽快解决落实有关问题，专注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独立董事刘国常认为： 

为消除非标影响，公司聘请了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中

农钾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钾肥”）老挝 35 平方公里钾盐矿采矿权价值

重新评估。公司根据评估报告结果，对中农钾肥采矿权的价值及减值重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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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依此追溯调整了采矿权及减值的金额、相关报表科目及附注。会计师中勤万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调整采矿权减值及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

的 2017 年财务状况重新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公司认为本次资产减值调整暨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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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减值调整暨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有利于更加客观反映公司

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资产减值调整暨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审议程序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的要求。 

作为东凌国际独立董事，基于本人对相关工作（包括资产评估工作等）的了

解，由于缺乏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证据，本人无法确认本次资产减值调整暨关于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六、监事会关于 2017年资产减值调整暨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的核查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关于 2017 年资产减值调整暨关于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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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要求，能够

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关于 2017 年资产减值调整暨关

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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