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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2年至2017年年度报告数据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审计期

间，经自查，发现公司于2013年1月25日、2014年3月25日、2015年3月21日、2016

年4月26日、2016年3 月25日、2017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2年年度

报告》、《2013年年度报告》、《2014年年度报告》、《2015年年度报告》、《2016

年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主营业务分析”章节中非财务报表部分披

露的关于公司销售量、生产量、库存量的数据出现统计误差，现进行更正汇报。 

一、 关于2012年至2017年年度报告进行更正原因及影响 

    由于公司年报工作的内部分工，2012年度至2017年度报告中非财务报表部分

披露的库存量、生产量、销售量等数据的统计，系由公司仓储部门独立统计完成，

而仓储部门在统计时存在未考虑发出商品期初期末结存及增减变动、内部合并关

联交易数量抵消数据不准确、存货模块统计系统更换导致数据误差等因素，致使

产销存数据存在统计误差。财务部门未将该统计数据与财务账面的数据进行勾稽

核对，导致2012年度至2017年度报告出现错误。 

本次更正执行了分析性复核程序，包括评价产品销售收入和毛利率变动的合

理性、选取客户沟通确认报告期发生的销售收入和应收账款的期末余额、对结转

销售成本的数量与确认收入的数量进行匹配核对以及对存货进行发出计价测试，

复核结果未发现营业收入确认及营业成本结转存在重大异常情况。本次更正对合

并报表抵消的内部关联方采购与销售数据执行了复核程序，未发现编制合并报表

时关联交易抵消存在重大的差异。 

    基于上述对已执行的主要财务指标分析程序和复核工作分析，公司上述销售

量、生产量、库存量的数据统计误差并未对各期财务报表中的营业收入、营业成

本、利润及其他重要财务指标造成影响。 



二、2012年-2017年年度报告更正情况 

1、2012年度报告 

更正“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之“二、主营业务分析”的“2、收入”的产销

量表。 

更正前：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2年 2011年 同比增减（%） 

工业 

 

销售量 吨 25,134 26,493 -5.13% 

生产量 吨 21,688 26,094 -16.89% 

库存量 吨 1,216 1,528 -20.46% 

   更正后：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2年 2011年 同比增减（%） 

工业 

 

销售量 吨 22,708 25,692 -11.61% 

生产量 吨 21,305 25,965 -17.95% 

库存量 吨 2,128 3,709 -42.63% 

其他领用 吨 178 207 -14.01% 

 

2、2013年度报告 

更正“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之“二、主营业务分析”的“2、收入”的产销

量表。 

更正前：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3年 2012年 同比增减（%） 

工业 

 

销售量 吨 25,819 25,134 2.73% 

生产量 吨 25,842 21,688 19.15% 

库存量 吨 1,239 1,216 1.89% 

    更正后：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3年 2012年 同比增减（%） 

工业 

 

销售量 吨 25,819 22,708 13.70% 

生产量 吨 26,412 21,305 23.97% 

库存量 吨 2,407 2,128 13.11% 

其他领用 吨 314 178 75.84% 

 

3、2014年度报告 

更正“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之“二、主营业务分析”的“2、收入”的产销

量表。 

更正前：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4年 2013年 同比增减（%） 

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

造业 

销售量 吨 28,890 25,819 11.89% 

生产量 吨 29,566 25,842 14.41% 

库存量 吨 1,915 1,239 54.56% 

更正后：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4年 2013年 同比增减（%） 

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

造业 

销售量 吨 29,366 25,819 13.74% 

生产量 吨 29,305 26,412 10.95% 

库存量 吨 2,078 2,407 -13.67% 

其他领用 吨 268 314 -14.38% 

 

4、2015年度报告 

更正“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的“2、收入与

成本”中的“（3）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更正前：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5年 2014年 同比增减（%） 

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

造业 

销售量 吨 19,833 28,890 -31.35% 

生产量 吨 21,177 29,566 -28.37% 

库存量 吨 3,259 1,915 70.18% 

更正后：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5年 2014年 同比增减（%） 

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

造业 

销售量 吨 20,660 29,366 -29.65% 

生产量 吨 20,484 29,305 -30.10% 

库存量 吨 1,687 2,078 -18.82% 

其他领用 吨 215 268 -20.15% 

 

5、2016年度报告 

更正“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的“2、收入

与成本”中的“（3）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更正前：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6年 2015年 同比增减（%） 

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

造业 

销售量 吨 18,715 19,833 -5.64% 

生产量 吨 19,326 21,177 -8.74% 

库存量 吨 3,870 3,259 18.75% 

更正后：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6年 2015年 同比增减（%） 

化学原料及 销售量 吨 18,420 20,660 -10.84% 



化学制品制

造业 

生产量 吨 19,158 20,484 -6.47% 

库存量 吨 2,238 1,687 32.66% 

其他领用 吨 187 215 -13.08% 

 

6、2017年度报告 

更正“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的“2、收入

与成本”中的“（3）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更正前：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7年 2016年 同比增减（%） 

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

造业 

销售量 吨 19,143 18,715 2.29% 

生产量 吨 18,977 19,326 -1.81% 

库存量 吨 3,704 3,870 -4.29% 

更正后：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7年 2016年 同比增减（%） 

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

造业 

销售量 吨 19,083 18,420 -35.99% 

生产量 吨 18,987 19,158 -0.89% 

库存量 吨 1,870 2,238 -16.44% 

其他领用 吨 272 187 46.24% 

 

    公司对上述年报中出现的错误以及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

公司将加强对信息披露业务的管理审核工作，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问题。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