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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财务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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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追溯调整

财务数据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公司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的原因报告期内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辽宁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100%股权，交易价格合计

113,633.35万元。2019年8月3日，公司发布《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全部完成股

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9年8月7日，公司办理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新

增股份登记托管手续。由于公司与辽宁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在其合并前后均

受福鞍控股有限公司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因此上述合并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

——企业合并》、《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等相关规定，同一

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应视同合并后形成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实施控制时

一直是一体化存续下来的，体现在其合并财务报表上，即由合并后形成的母子公

司构成的报告主体，无论是其资产规模还是其经营成果都应持续计算；编制合并

财务报表时，无论该项合并发生在报告期的任一时点，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

量表均反映的是由母子公司构成的报告主体自合并当期期初至合并日实现的损

益及现金流量情况。合并资产负债表的留存收益项目，应当反映母子公司如果一

直作为一个整体运行至合并日应实现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的情况；对于同一

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在合并当期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

期初数进行调整，同时应当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视同合并后的报告



主体在以前期间一直存在。 

二、追溯调整后对前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 对2019年一季度合并利润表追溯调整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1月-3月 

（调整前） 

2019年1月-3月 

（调整后） 
影响数 

一、营业收入 110,649,481.88 150,830,572.35 40,181,090.47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03,750,289.95 143,931,380.42 40,181,090.47 

其他业务收入 6,899,191.93 6,899,191.93 - 

减：营业成本 90,196,658.73 112,392,594.44 22,195,935.71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84,292,730.50 106,488,666.21 22,195,935.71 

其他业务成本 5,903,928.23 5,903,928.23 - 

税金及附加 911,785.33 973,593.23 61,807.90 

销售费用 2,025,962.47 2,123,381.88 97,419.41 

管理费用 5,833,973.14 9,457,206.36 3,623,233.22 

研发费用 2,653,976.69 3,214,283.00 560,306.31 

财务费用 6,121,834.51 6,146,710.75 24,876.24 

加：其他收益 1,410,649.62 1,410,649.62 -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 -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2,366,948.49 1,128,320.08 -1,238,628.41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4,717.00 4,717.00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948,992.14 16,809,849.23 14,860,857.09 

加：营业外收入 7.61 7.61 - 

减：营业外支出 - -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 1,948,999.75 16,809,856.84 14,860,857.09 



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265,066.21 2,417,848.17 2,682,914.38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214,065.96 14,392,008.67 12,177,942.71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其中：持续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2,214,065.96 14,392,008.67 12,177,942.71 

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2,490,615.28 14,668,557.99 12,177,942.71 

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276,549.32 -276,549.32 - 

 

2、 对2019年一季度合并现金流量表追溯调整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1月-3月 

（调整前） 

2019年1月-3月 

（调整后） 
影响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115,155,453.02 169,605,959.00 54,450,505.98 

收到的税费返还 7,123,020.89 7,123,020.89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5,471,609.45 25,870,830.39 399,220.9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7,750,083.36 202,599,810.28 54,849,726.9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91,782,131.84 136,845,790.97 45,063,659.13 



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8,846,279.72 11,163,153.93 2,316,874.21 

支付各项税费 1,760,375.26 11,351,105.62 9,590,730.36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1,520,052.39 24,222,640.25 2,702,587.8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3,908,839.21 183,582,690.77 59,673,851.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841,244.15 19,017,119.51 -4,824,124.6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

金 
-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到的现金

净额 

- -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343,528.92 343,528.92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3,528.92 343,528.92 - 

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现金 
9,999,374.38 10,123,874.38 124,500.00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 -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999,374.38 10,123,874.38 124,5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655,845.46 -9,780,345.46 -124,5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1,900,000.00 21,900,000.00 -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900,000.00 21,900,000.00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0 30,000,000.00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2,620,204.68 2,742,004.67 121,799.99 

其中:子公司支付少数股

东的现金股利 
-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 2,117,000.00 2,117,000.00 

其中:子公司减资支付给

少数股东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620,204.68 34,859,004.67 2,238,799.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720,204.68 -12,959,004.67 -2,238,799.9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1,761,702.23 -1,761,702.23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703,491.78 -5,483,932.85 -7,187,424.6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137,249,495.38 152,324,009.08 15,074,513.7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138,952,987.16 146,840,076.23 7,887,089.07 



物余额 

 

三、董事会关于公司本次追溯调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财务报表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等的相关规定，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实际经营状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追溯调整事项。 

四、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财务报表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等的相关规定，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

况，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2、本次追溯调整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独

立董事同意本次追溯调整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的相关规定，追溯调整后的财

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本次追溯调整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追溯调整事项.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