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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

文》及《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经公司事后核查发现，由于财务工作人员

疏忽，在核算信用减值损失和投资收益时出现遗漏并导致报表中关联项目数据错

误。公司已对相关人员进行严厉处罚，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及信息披露的

审核工作，避免类似问题出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为此，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

下： 

 

更正前：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4,608,006.44 401,205,365.31 -3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5,190,089.67 84,681,992.57 -16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912,320.48 15,570,726.17 -137.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3,914,999.19 20,913,635.86 -309.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8 -16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8 -16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7% 4.92% -8.0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791,095,299.18 4,173,382,731.14 -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718,330,742.88 1,769,519,655.74 -2.89% 

 

更正后：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4,608,006.44 401,205,365.31 -3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1,921,175.71 78,977,407.64 -17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643,406.52 9,866,141.24 -228.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3,914,999.19 20,913,635.86 -309.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8 -1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8 -1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6% 4.60% -8.1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775,651,296.30 4,173,382,731.14 -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703,397,480.01 1,769,519,655.74 -3.74% 

 

更正前：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 

8、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末增加36.12%，主要系报告期内汇率变动所致。 



（二）损益表项目分析 

7、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56.34%，主要系报告期内随着收入的下降，所得税费用

相应减少；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97.79%，主要系报告期内汇率变动所致。 

 

更正后：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 

8、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末减少37.93%，主要系报告期内确认参股公司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以及汇率变动所致； 

9、未分配利润较上年末减少31.05%，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润减少所致。 

（二）损益表项目分析 

7、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66.43%，主要系报告期内随着收入的下降，所得税费用

相应减少； 

8、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43.44%，主要系报告期内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增加

所致。 

 

更正前： 

第四节  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应收票据 20,084,926.63 16,710,427.43 

  应收账款 833,541,695.36 969,064,651.85 

  其他应收款 281,941,716.62 252,727,047.87 

  合同资产 173,864,138.08  

  其他流动资产 98,267,632.71 89,412,693.22 

流动资产合计 2,446,335,191.60 2,808,390,653.71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149,545,923.86 147,843,698.74 



  递延所得税资产 64,045,690.89 65,416,502.1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44,760,107.58 1,364,992,077.43 

资产总计 3,791,095,299.18 4,173,382,731.14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410,673,989.75 531,007,857.67 

流动负债合计 1,688,716,634.71 1,998,928,458.10 

负债合计 1,997,432,817.64 2,327,868,397.68 

所有者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7,075,607.61 -11,076,784.42 

  未分配利润 144,210,754.84 199,400,844.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718,330,742.88 1,769,519,655.74 

  少数股东权益 75,331,738.66 75,994,677.7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93,662,481.54 1,845,514,333.4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791,095,299.18 4,173,382,731.14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应收账款 374,828,093.31 453,845,897.14 

  合同资产 172,871,668.56  

流动资产合计 1,062,613,998.99 1,301,272,666.18 

非流动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722,814.73 23,951,051.28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03,422,782.56 2,205,860,071.94 

资产总计 3,266,036,781.55 3,507,132,738.12 

所有者权益：   

  未分配利润 235,120,264.56 228,160,257.4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07,102,129.54 1,900,142,122.4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266,036,781.55 3,507,132,738.12 

3、合并利润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二、营业总成本 259,897,566.45 382,909,972.26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562.23 94,188.0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233,617.06 94,188.03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6,362,557.95 83,545,572.4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53,300,050.55 91,073,929.22 

  减：所得税费用 2,802,978.18 6,419,985.3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6,103,028.73 84,653,943.89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56,103,028.73 84,653,943.89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55,190,089.67 84,681,992.57 

  2.少数股东损益 -912,939.06 -28,048.68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001,176.81 -4,091,681.7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4,001,176.81 -4,091,681.76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4,001,176.81 -4,091,681.76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差额 
4,001,176.81 -4,091,681.76 

七、综合收益总额 -52,101,851.92 80,562,262.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51,188,912.86 80,590,310.8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912,939.06 -28,048.68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5 0.0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5 0.08 

4、母公司利润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7,833,117.07 7,696,036.29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8,188,243.65 8,346,282.79 

  减：所得税费用 1,228,236.55 1,251,942.42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6,960,007.10 7,094,340.37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6,960,007.10  

                                   

7,094,340.37  

六、综合收益总额 6,960,007.10 7,094,340.37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66 0.006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66 0.0068 

 

 



更正后： 

第四节  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应收票据 20,007,732.87 16,710,427.43 

  应收账款 828,260,865.28 969,064,651.85 

  其他应收款 281,199,693.91 252,727,047.87 

  合同资产 170,478,154.26  

  其他流动资产 98,264,440.45 89,412,693.22 

流动资产合计 2,436,845,968.97 2,808,390,653.71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142,639,780.81 147,843,698.74 

  递延所得税资产 64,997,053.69 65,416,502.1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38,805,327.33 1,364,992,077.43 

资产总计 3,775,651,296.30 4,173,382,731.14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410,041,565.75 531,007,857.67 

流动负债合计 1,688,084,210.71 1,998,928,458.10 

负债合计 1,996,800,393.64 2,327,868,397.68 

所有者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15,277,784.44 -11,076,784.42 

  未分配利润 137,479,668.80 199,400,844.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703,397,480.01 1,769,519,655.74 

  少数股东权益 75,453,422.65 75,994,677.7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78,850,902.66 1,845,514,333.4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775,651,296.30 4,173,382,731.14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应收账款 372,690,719.05 453,845,897.14 

  合同资产 169,485,684.74  

流动资产合计 1,057,090,640.91 1,301,272,666.18 

非流动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23,551,318.44 23,951,051.28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04,251,286.27 2,205,860,071.94 

资产总计 3,261,341,927.18 3,507,132,738.12 

所有者权益：   

  未分配利润 230,425,410.19 228,160,257.4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02,407,275.17 1,900,142,122.4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261,341,927.18 3,507,132,738.12 

3、合并利润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二、营业总成本 259,897,566.45 382,909,972.26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363,783.71 94,188.0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596,838.54 94,188.03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8,920,794.07 -6,219,123.3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3,920,130.54 77,326,449.1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60,857,623.14 84,854,805.91 

  减：所得税费用 1,854,807.64 5,525,840.57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2,712,430.78 79,328,965.34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62,712,430.78 79,328,965.34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61,921,175.71 78,977,407.64 

  2.少数股东损益 -791,255.07 351,557.70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201,000.02 -4,089,501.24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4,201,000.02 -4,089,501.24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4,201,000.02 -4,089,501.24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差额 
-4,201,000.02 -4,089,501.24 

七、综合收益总额 -66,913,430.80 75,239,464.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66,122,175.73 74,887,906.4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791,255.07 351,557.70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6 0.0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6 0.08 

4、母公司利润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5,523,358.08 -8,557,122.28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2,309,758.99 -861,085.99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2,664,885.57 -210,839.49 

  减：所得税费用 399,732.84 -31,625.92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2,265,152.73 -179,213.57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2,265,152.73 -179,213.57 

六、综合收益总额 2,265,152.73 -179,213.57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22 -0.000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22 -0.0002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和《2020 年第一季

度报告全文》的其他内容不变。经更正后的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和《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将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重新披露，请投资者留意。由于上述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

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公司今后将加强定期报告编制中的审核工作，提高

信息披露质量，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六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