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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1、对 2018年的影响：2018年度营业收入调减 72,650,533.11 元，营业

成本调减 52,544,968.27 元，净利润调减 16,726,477.44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调减 15,890,153.57元，少数股东损益调减 836,323.87 元；

期末总资产调减 19,742,312.17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调减

15,890,153.57 元，少数股东权益调减 836,323.87 元。 

2、对 2019 年一季度的影响：期末总资产调减 19,742,312.17 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调减 15,890,153.57 元，少数股东权益调减 836,323.87

元。利润表项目不受影响。 

3、对 2019 年半年度的影响：营业收入调增 4,241,999.99 元，营业成

本调增 1,832,782.39元，净利润调增 2,026,624.96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调增 1,925,293.71元，少数股东损益调增 101,331.25 元；期末

总 资 产 调 减 17,354,304.57 元 ，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权 益 调 减

13,964,859.86 元，少数股东权益调减 734,992.62 元。 

4、对 2019 年三季度的影响：1-9 月营业收入调增 72,650,533.11 元，

营业成本调增 52,544,968.27 元，净利润调增 16,726,477.44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调增 15,890,153.57 元，少数股东损益调增 836,323.87

元。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不受影响。 

一、概述 

本公司之子公司大唐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微电子”）2018

年与某企业（以下简称“对方公司”）签署两份专用芯片销售合同，合同约定

由大唐微电子向对方销售一批定制芯片，合同总额为 85,004,000.00 元（含



税）。销售合同同时约定，对方公司应在收到增值税等额发票后，于货物验收

之日起 90 日内支付全款。对方公司 2018 年 12 月对标的芯片进行验收，但验

收合格后并未及时提货。大唐微电子在当月对该笔收入进行确认，并开具了全

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9 年，公司经内部检查后认为，对方公司验收后实际提货时间延迟至

2019年，且未在信用期内按时向公司支付货款，大唐微电子于 2018年确认该

笔收入不符合谨慎性原则，因此将该事项作为一项前期会计差错处理。 

 2020年 1月 1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以同意 6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会计处理 

1、2018 年年度报告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调减 72,287,280.44元，存货调增 52,544,968.27元，

应交税费调减 3,015,834.73 元，未分配利润调减 15,890,153.57 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调减 15,890,153.57元，少数股东权益调减 836,323.87 元。 

营业收入调减 72,650,533.11元，营业成本调减 52,544,968.27 元，资产

减值损失调减 363,252.67 元，所得税费用调减 3,015,834.73元，净利润调减

16,726,477.44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调减 15,890,153.57 元，少

数股东损益调减 836,323.87 元。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营业收入金额占比为 3.01%，调整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金额比例占比为 2.74%。 

2、2019 年一季度报告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调减 72,287,280.44元，存货调增 52,544,968.27元，

应交税费调减 3,015,834.73 元，未分配利润调减 15,890,153.57 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调减 15,890,153.57元，少数股东权益调减 836,323.87 元。 

利润表相关项目不受影响。 



3、2019 年半年度报告 

应收账款调减 68,066,490.45元，存货调增 50,712,185.88元，应交税费

调减 2,654,452.09 元，未分配利润调减 13,964,859.86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调减 13,964,859.86 元，少数股东权益调减 734,992.62元。 

营业收入调增 4,241,999.99元，营业成本调增 1,832,782.39元，资产减

值损失调减 21,210.00 元，所得税费用调增 361,382.64 元，净利润调增

2,026,624.96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调增 1,925,293.71元，少数

股东损益调增 101,331.25 元。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营业收入金额占比为 0.74%。 

4、2019 年三季度报告 

资产负债表项目不受影响。 

营业收入调增 72,650,533.11元，营业成本调增 52,544,968.27 元，资产

减值损失调减 363,252.67 元，所得税费用调增 3,015,834.73元，净利润调增

16,726,477.44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调增 15,890,153.57 元，少

数股东损益调增 836,323.87 元。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营业收入金额占比为 8.42%。 

三、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 

（一） 2018 年年度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8年 12月 31 日 

重述前 更正金额 重述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79,007,944.82 -72,287,280.44 1,306,720,664.38 

存货 444,698,083.11 52,544,968.27 497,243,051.38 

应交税费 33,270,546.61 -3,015,834.73 30,254,711.88 

未分配利润 -4,406,331,817.18 -15,890,153.57  -4,422,221,970.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01,050,940.91 -15,890,153.57  185,160,787.34 

少数股东权益 416,885,387.82 -836,323.87  416,049,063.95 



 

2、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8年度 

重述前 更正金额 重述后 

营业收入 2,416,499,963.41 -72,650,533.11 2,343,849,430.30 

营业成本 1,804,581,997.39 -52,544,968.27 1,752,037,029.12 

资产减值损失 290,369,534.44 -363,252.67 290,006,281.77 

所得税费用 21,715,769.43 -3,015,834.73 18,699,934.70 

净利润 572,052,856.11 -16,726,477.44 555,326,378.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79,595,909.10 -15,890,153.57 563,705,755.53 

少数股东损益 -7,543,052.99 -836,323.87 -8,379,376.86 

（二）2019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年 3月 31日 

重述前 更正金额 重述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74,127,315.95 -72,287,280.44 1,301,840,035.51 

存货 537,164,524.51 52,544,968.27 589,709,492.78 

资产总计 7,226,189,862.43 -19,742,312.17 7,206,447,550.26 

应交税费 44,194,857.14 -3,015,834.73 41,179,022.41 

未分配利润 -4,562,180,879.24 -15,890,153.57 -4,578,071,032.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5,201,878.85 -15,890,153.57 29,311,725.28 

少数股东权益 406,972,076.24 -836,323.87 406,135,752.37 

所有者权益合计 452,173,955.09 -16,726,477.44 435,447,477.65 

（三）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年 6月 30日 

重述前 更正金额 重述后 

应收账款 1,157,321,883.65 -68,066,490.45 1,089,255,393.20 

存货 483,636,682.16 50,712,185.88 534,348,868.04 

资产总计 6,660,144,909.29 -17,354,304.57 6,642,790,604.72 

应交税费 9,675,349.48 -2,654,452.09 7,020,897.39 

未分配利润 -4,730,689,105.70 -13,964,859.86 -4,744,653,965.5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123,304,592.37 -13,964,859.86 -137,269,452.23 



少数股东权益 406,414,810.42 -734,992.62 405,679,817.8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3,110,218.05 -14,699,852.48 268,410,365.57 

2、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年 1-6月份 

重述前 更正金额 重述后 

营业收入 574,180,914.03 4,241,999.99 578,422,914.02 

营业成本 402,691,958.87 1,832,782.39 404,524,741.26 

信用减值损失 -6,493,163.50 -21,210.00 -6,514,373.50 

所得税费用 6,041,433.85 361,382.64 6,402,816.49 

净利润 -334,827,865.92 2,026,624.96 -332,801,240.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4,357,288.52 1,925,293.71 -322,431,994.81 

少数股东损益 -10,470,577.40 101,331.25 -10,369,246.15 

(四)2019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 

1、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年 1-9月份 

重述前 更正金额 重述后 

营业收入 862,407,439.39 72,650,533.11 935,057,972.50 

营业成本 572,031,853.33 52,544,968.27 624,576,821.60 

信用减值损失 -4,753,649.30 -363,252.67 -5,116,901.97 

所得税费用 11,725,993.52 3,015,834.73 14,741,828.25 

净利润 -587,132,311.78 16,726,477.44 -570,405,834.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54,100,377.91 15,890,153.57 -538,210,224.34 

少数股东损益 -33,031,933.87 836,323.87 -32,195,610.00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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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

文件的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我们同意

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董事会将督促公司继续规范财务核算，切实提高财

务信息质量，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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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

关文件的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

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六、监事会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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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文件的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

正。   

七、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编制的《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说明》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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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编制，公允反映了大唐电信 2018年度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董事会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二）独立董事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独立意见； 

（三）监事会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大唐电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G10011号）； 

（五）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附注。 

特此公告。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 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