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757        证券简称：南兴装备       公告编号：2019-063 号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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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补充更正的原因 

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统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并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

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通知》，公司

将依据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

会计政策。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按照财政部“新金融工具准

则”执行。新金融工具的实施对公司 2018 年度当期及前期金融工具的列报不会产

生影响，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公司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新准则

要求进行财务报表披露，对上年同期的比较数据不进行追溯重述，不会对公司年

初的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及利润产生影响。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南兴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9-048），并在巨潮资讯网上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

文》（公告编号：2019-049），基于上述原因，对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部分



内容进行补充更正。 

 

二、补充、更正的内容 

更正前： 

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70,751,654.51 261,534,934.45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78,534,080.30 178,028,956.56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78,534,080.30 178,028,956.56 

  预付款项 61,249,671.92 43,032,768.87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9,400,707.81 13,707,718.75 

   其中：应收利息  1,512,191.78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10,442,919.83 208,361,211.94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9,619,242.93 101,187,600.52 

流动资产合计 939,998,277.30 805,853,191.0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750,000.00 2,750,000.00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2,915,680.5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02,495,197.81 441,889,770.84 

  在建工程 44,468,042.59 13,642,909.61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71,932,313.08 73,567,680.71 

  开发支出   

  商誉 617,825,378.37 585,483,279.45 

  长期待摊费用 4,722,761.57 4,740,563.64 

  递延所得税资产 6,917,922.26 4,419,874.83 

  其他非流动资产 493,000.00 4,243,115.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51,604,615.68 1,143,652,874.66 

资产总计 2,191,602,892.98 1,949,506,065.7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3,100,000.00 35,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56,074,071.28 119,968,404.00 

  预收款项 26,445,229.03 17,595,961.1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3,045,208.62 13,174,199.58 

  应交税费 9,812,803.79 17,890,767.76 

  其他应付款 37,646,218.76 24,843,653.94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合同负债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2,983,132.52 12,983,132.52 

  其他流动负债  1,010,408.23 

流动负债合计 389,106,664.00 242,466,527.21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69,703,614.50 44,949,397.63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3,076,331.69 3,340,15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3,793,042.53 4,126,696.02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76,572,988.72 52,416,243.65 

负债合计 465,679,652.72 294,882,770.86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31,381,050.00 131,381,05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008,244,976.38 1,005,559,034.51 

  减：库存股 24,043,232.00 24,043,232.00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4,621,923.30 54,621,923.3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541,427,246.76 487,104,519.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711,631,964.44 1,654,623,294.89 

  少数股东权益 14,291,275.8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25,923,240.26 1,654,623,294.8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191,602,892.98 1,949,506,0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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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更正后： 

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70,751,654.51 261,534,934.45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78,534,080.30 178,028,956.56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78,534,080.30 178,028,956.56 

  预付款项 61,249,671.92 43,032,768.87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9,400,707.81 13,707,718.75 

   其中：应收利息  1,512,191.78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10,442,919.83 208,361,211.94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9,619,242.93 101,187,600.52 

流动资产合计 939,998,277.30 805,853,191.0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750,000.00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2,915,680.5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75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02,495,197.81 441,889,770.84 

  在建工程 44,468,042.59 13,642,909.61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71,932,313.08 73,567,680.71 

  开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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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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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61,534,934.45 261,534,934.45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不适用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178,028,956.56 178,028,956.56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78,028,956.56 178,028,956.56  

  预付款项 43,032,768.87 43,032,768.87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

金 
   

  其他应收款 13,707,718.75 13,707,718.75  

   其中：应收利息 1,512,191.78 1,512,191.78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08,361,211.94 208,361,211.94  

  合同资产 不适用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01,187,600.52 101,187,600.52  

流动资产合计 805,853,191.09 805,853,191.0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750,000.00 不适用 -2,750,000.00 

  其他债权投资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2,915,680.58 12,915,680.5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不适用 2,750,000.00 2,75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41,889,770.84 441,889,770.84  

  在建工程 13,642,909.61 13,642,909.61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不适用   

  无形资产 73,567,680.71 73,567,680.71  

  开发支出    

  商誉 585,483,279.45 585,483,279.45  

  长期待摊费用 4,740,563.64 4,740,563.64  

  递延所得税资产 4,419,874.83 4,419,874.83  

  其他非流动资产 4,243,115.00 4,243,115.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43,652,874.66 1,143,652,874.66  

资产总计 1,949,506,065.75 1,949,506,065.7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5,000,000.00 35,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不适用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19,968,404.00 119,968,404.00  



  预收款项 17,595,961.18 17,595,961.1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

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3,174,199.58 13,174,199.58  

  应交税费 17,890,767.76 17,890,767.76  

  其他应付款 24,843,653.94 24,843,653.94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合同负债 不适用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2,983,132.52 12,983,132.52  

  其他流动负债 1,010,408.23 1,010,408.23  

流动负债合计 242,466,527.21 242,466,527.21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44,949,397.63 44,949,397.63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不适用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3,340,150.00 3,340,15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4,126,696.02 4,126,696.02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52,416,243.65 52,416,243.65  

负债合计 294,882,770.86 294,882,770.86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31,381,050.00 131,381,05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005,559,034.51 1,005,559,034.51  

  减：库存股 24,043,232.00 24,043,232.00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4,621,923.30 54,621,923.3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87,104,519.08 487,104,519.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1,654,623,294.89 1,654,623,294.89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54,623,294.89 1,654,623,294.8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949,506,065.75 1,949,506,065.75  

调整情况说明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通知》，

公司将依据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根据新金融准则的要求，子公司唯一网络持有的对深圳市智象科技有限公司投资2,750,000元，由原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报，改为在“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列报，本次调整仅涉及财务报表列报格式的调整，

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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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11,224,404.79 211,224,404.79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不适用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81,476,683.82 81,476,683.82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81,476,683.82 81,476,683.82  

  预付款项 2,630,648.07 2,630,648.07  

  其他应收款 8,585,292.14 8,585,292.14  

   其中：应收利息 1,512,191.78 1,512,191.78  

      应收股利    

  存货 208,361,211.94 208,361,211.94  

  合同资产 不适用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00,659,369.07 100,659,369.07  

流动资产合计 612,937,609.83 612,937,609.83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其他债权投资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737,400,000.00 737,4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不适用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96,143,305.82 396,143,305.82  

  在建工程 13,642,909.61 13,642,909.61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不适用   

  无形资产 52,198,025.56 52,198,025.5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3,798,967.71 3,798,967.71  

  递延所得税资产 3,452,368.02 3,452,368.02  

  其他非流动资产 4,243,115.00 4,243,115.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10,878,691.72 1,210,878,691.72  

资产总计 1,823,816,301.55 1,823,816,301.5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5,000,000.00 35,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不适用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70,978,176.17 70,978,176.17  

  预收款项 13,991,803.80 13,991,803.80  

  合同负债 不适用   

  应付职工薪酬 8,288,291.00 8,288,291.00  

  应交税费 8,566,356.64 8,566,356.64  

  其他应付款 24,432,428.05 24,432,428.05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2,000,000.00 12,0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1,010,408.23 1,010,408.23  

流动负债合计 174,267,463.89 174,267,463.8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42,000,000.00 42,00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不适用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3,340,150.00 3,340,15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71,402.10 271,402.10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45,611,552.10 45,611,552.10  

负债合计 219,879,015.99 219,879,015.99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31,381,050.00 131,381,05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005,559,034.51 1,005,559,034.51  

  减：库存股 24,043,232.00 24,043,232.00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4,621,923.30 54,621,923.30  

  未分配利润 436,418,509.75 436,418,509.7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03,937,285.56 1,603,937,285.5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823,816,301.55 1,823,816,301.55  

调整情况说明 

母公司不存在需要调整事项 

 

除上述内容变动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同时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没有影响。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