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058     证券简称：宝兰德    公告编号：2020-015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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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审计机构“）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

（以下简称“审计报告”）。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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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

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

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8年 12月 31日/上

年年末数 

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

影响 
2019年 1月 1日 

货币资金 62,578,655.72 154,916.67 62,733,572.39 

其他应收款 1,863,913.52 -154,916.67 1,708,996.85 



 

因审计机构将审计报告“合并资产负债表”、“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中“货币资金”和“其他应收款”2 个会计科目对应的“上年年

末数”填列为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后的“2019 年 1 月 1 日”的

数据，现予以更正，并相应调整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及公司年报中

涉及以上会计科目对应的内容，为便于投资者更好地理解，现更正及

补充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更

正以及导致的公司年报“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三、报告期

内主要经营情况/ (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1.资产及负债状况”和

公司年报“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二、财务报表/合并资产负债表、母

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更正 

（一）审计报告“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

更正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和“其他应收款”2 个会计科

目“上年年末数”对应财务数据更正前、更正后情况 

资  产 “上年年末数”更正前 “上年年末数”更正后 

  货币资金   62,733,572.39     62,578,655.72  

  其他应收款     1,708,996.85     1,863,913.52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和“其他应收款”2 个会计

科目“上年年末数”对应财务数据更正前、更正后情况 

资  产 “上年年末数”更正前 “上年年末数”更正后 

  货币资金  56,935,170.98    56,780,254.31  

  其他应收款     1,814,553.22       1,969,469.89  



 

（二）公司年报“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三、报告期内

主要经营情况/ (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1.资产及负债状况” 的更

正情况 

1、更正前 

1.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

期末

数占

总资

产的

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

期末

数占

总资

产的

比例

（%） 

本期期

末金额

较上期

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546,616,073.19  56.83 62,733,572.39 32.85 771.33 
主要系募集资金到位

所致 

2、更正后 

1.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

期末

数占

总资

产的

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

期末

数占

总资

产的

比例

（%） 

本期期

末金额

较上期

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546,616,073.19  56.83 62,578,655.72 32.77 773.49 
主要系募集资金到位

所致 

 

（三）公司年报“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二、财务报表/合并资产

负债表、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更正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和“其他应收款”2 个会计科

目“2018 年 12 月 31 日”对应财务数据更正前、更正后情况 

资  产 “2018年 12月 31日”更正前 “2018年 12月 31日”更正后 



 

  货币资金   62,733,572.39     62,578,655.72  

  其他应收款     1,708,996.85     1,863,913.52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和“其他应收款”2 个会计

科目“2018 年 12 月 31 日”对应财务数据更正前、更正后情况 

资  产 “2018年 12月 31日”更正前 “2018年 12月 31日”更正后 

  货币资金  56,935,170.98    56,780,254.31  

  其他应收款     1,814,553.22       1,969,469.89  

 

二、审计报告 “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1.货币资金”及“五、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5.其他应收款”补充说明并相应调整公司年

报“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1、货币资金”

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8、其他应收

款 项目列示”的补充说明 

（一）审计报告“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1.货币资金(1) 明

细情况 1) 类别明细情况”及“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5.其他

应收款 项目列示”的补充说明 

1、更正前 

1. 货币资金 

(1) 明细情况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库存现金 1,889.56  12,893.96 

银行存款  546,574,183.63   62,620,678.43  

其他货币资金 40,000.00  100,000.00 

合  计  546,616,073.19   62,733,572.39  

 

5. 其他应收款 

(1) 明细情况 



 

1) 类别明细情况 

种  类 

期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其中：其他应收款 1,468,858.56 100.00   1,468,858.56 

合  计 1,468,858.56 100.00   1,468,858.56 

(续上表) 

种  类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其中：其他应收款 1,708,996.85 100.00   1,708,996.85 

合  计 1,708,996.85 100.00   1,708,996.85 

 

2、更正后 

1. 货币资金 

(1) 明细情况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注] 

库存现金 1,889.56  12,893.96 

银行存款  546,574,183.63   62,620,678.43  

其他货币资金 40,000.00  100,000.00 

合  计  546,616,073.19   62,733,572.39  

[注]：期初数与上年年末数（2018 年 12月 31日）差异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三(二十二)2

之说明。 

 

5. 其他应收款 

(1) 明细情况 

1) 类别明细情况 

种  类 

期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其中：其他应收款 1,468,858.56 100.00   1,468,858.56 

合  计 1,468,858.56 100.00   1,468,858.56 

(续上表) 

种  类 

期初数[注]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其中：其他应收款 1,708,996.85 100.00   1,708,996.85 

合  计 1,708,996.85 100.00   1,708,996.85 

[注]：期初数与上年年末数（2018 年 12月 31日）差异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三(二十二)2

之说明。 

 

（二）公司年报 “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

目注释/1、货币资金”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

项目注释/8、其他应收款 项目列示”的补充说明 

1、更正前 

1、货币资金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库存现金 1,889.56 12,893.96 

银行存款 546,574,183.63 62,620,678.43 

其他货币资金 40,000.00 100,000.00 

合计 546,616,073.19 62,733,572.39 

 

8、其他应收款 

项目列示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其他应收款 1,468,858.56 1,708,996.85 

合计 1,468,858.56 1,708,996.85 

2、更正后 

1、货币资金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库存现金 1,889.56 12,893.96 

银行存款 546,574,183.63 62,620,678.43 

其他货币资金 40,000.00 100,000.00 

合计 546,616,073.19 62,733,572.39 

[注]：期初数与上年年末数（2018 年 12月 31日）差异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三(二十二)2

之说明。 

 

8、其他应收款 

项目列示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其他应收款 1,468,858.56 1,708,996.85 

合计 1,468,858.56 1,708,996.85 

[注]：期初数与上年年末数（2018 年 12月 31日）差异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三(二十二)2

之说明。 

 

三、其他说明 

除上述更正和补充说明内容外，《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公

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其他内容不变。修订后的《公司 2019 年年度

报告》、《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与本公告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本次更正和补充不会对公司 2019 年

度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影响。今后公司及审计机构将进一步加强

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为此给广大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 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