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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一季度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经查，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导致部分信息披露有误，现对相关内容予以补充更正。

本次补充更正的信息，不改变公司本报告期利润，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

造成影响。 

一、更正“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9% 0.23% -0.42% 

更正后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9% 0.23% -19.42% 

二、更正“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

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更正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12218.83 元，较上期增长-187.67%，主要

系主要系报告期内收采购付款金额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29489.98 元，较上期增长-696.83%，主要

系出售子公司股权增加所致； 



更正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12218.83 元，较上期增长 187.67%，主要

系主要系报告期内采购付款金额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29489.98 元，较上期增长 696.83%，主要

系出售子公司股权增加所致； 

三、更正“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83,626,599.90 400,124,911.62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131,848,203.68 115,304,385.12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流动资产合计 1,902,261,286.87 1,557,606,758.3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00,000.00 4,218,94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30,084,940.39 338,263,253.98 

  其他应付款 149,532,589.41 192,353,670.94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更正后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18,94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83,626,599.90 400,124,911.62 

   其中：应收票据        49,500,000.00         49,500,000.00  

      应收账款       334,126,599.90        350,624,911.62  

  其他应收款 131,848,203.68 115,304,385.12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2,027,732.97 2,027,732.97 

流动资产合计 1,902,261,286.87 1,559,625,698.3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700,000.00         2,2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330,084,940.39 336,244,313.98 

  其他应付款 149,532,589.41 192,353,670.94 

   其中：应付利息           386,091.92            972,191.65  



      应付股利        30,262,087.69          8,834,863.52  

四、更正“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3,531,464.96 115,269,750.96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435,885,284.22 378,067,309.2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流动资产合计 895,563,130.73 707,375,780.5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00,000.00 2,918,94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596,390,691.84 594,953,403.61 

  其他应付款 273,962,790.66 287,793,936.29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更正后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18,94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3,531,464.96 115,269,750.96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13,531,464.96       115,269,750.96  

  其他应收款 435,885,284.22 378,067,309.2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41,447,033.89        16,317,454.87  

流动资产合计 895,563,130.73 709,394,720.5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900,000.00           9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596,390,691.84 592,934,463.61 

  其他应付款 273,962,790.66 287,793,936.29 

   其中：应付利息             480,794.73  

      应付股利     

五、更正“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3、合并利润表”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203,408.21 123,513.2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203,408.21 123,513.2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6,252.73                  123,513.28  

六、更正“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5、合并现金流量表”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40,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144,348,854.59 37,125,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15,508,041.71 7,073,408.7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利润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40,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 
             44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44,348,854.59 37,125,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15,508,041.71 7,073,408.7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利润 
                 5,771,268.14                      1,235,241.84  

七、更正“第四节 财务报表 二、财务报表调整情况说明 1、首次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557,606,758.34 1,557,606,758.3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218,940.00 不适用  

非流动资产合计 338,263,253.98 338,263,253.98  

更正后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2,018,940.00 2,018,940.00 

流动资产合计 1,557,606,758.34 1,559,625,698.3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218,940.00 不适用 -4,218,94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不适用 2,200,000.00 2,2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338,263,253.98 336,244,313.98  

八、更正“第四节 财务报表 二、财务报表调整情况说明 1、首次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707,375,780.56 707,375,780.56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918,940.00 不适用  

非流动资产合计 594,953,403.61 594,953,403.61  

更正后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2,018,940.00 2,018,940.00 

流动资产合计 707,375,780.56 709,394,720.56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918,940.00 不适用 -2,918,94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不适用 900,000.00 9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594,953,403.61 592,934,463.61  

除上述补充更正内容外，《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中其他内容不变。对



上述补充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