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093              证券简称：金刚玻璃             公告编号：2020-069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

披露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0-064），

经事后核查，因工作人员疏忽，公司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购买商品及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等数据有误，部分内容存在

披露错误,现将相关内容予以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0 年半年度报告》“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中“四、主要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6,829,376.64 244,469,379.52 -5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5,100,281.84 9,100,088.49 -37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元） 

-24,688,133.71 8,499,933.43 -390.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120,388,387.19 226,346,556.51 -153.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4 -4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4 -4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5% 1.25%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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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647,318.56 1,275,007,584.39 -1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605,300,146.04 632,329,373.65 -4.27% 

更正后：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6,829,376.64 244,469,379.52 -5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5,100,281.84 9,100,088.49 -37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元） 

-24,688,133.71 8,499,933.43 -390.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75,204,944.50 226,346,556.51 -133.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4 -4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4 -4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5% 1.25%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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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647,318.56 1,275,007,584.39 -1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605,300,146.04 632,329,373.65 -4.27% 

二、《2020 年半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二、主营业

务分析” 

更正前： 

概述 

参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一、概述”相关内容。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16,829,376.64 244,469,379.52 -52.21% 
因疫情导致工程项目

严重受影响 

营业成本 83,111,116.29 152,737,149.03 -45.59% 
销售收入减少成本减

少 



 

 

销售费用 19,175,928.23 21,455,760.25 -10.63% 
销售额减少同步销售

费用降低 

管理费用 23,881,096.30 30,941,840.13 -22.82%  

财务费用 207,303.92 9,499,994.54 -97.82% 
融资规模减少及汇兑

影响 

所得税费用 -3,097,150.09 325,763.69 -1,050.74% 亏损导致所得税下降 

研发投入 3,633,129.88 6,383,331.89 -43.08% 因疫情导致研发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0,388,387.19 226,346,556.51 -153.19% 

支付所欠货款且销售

回款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27,052.59 -212,735,756.72 -99.71% 本年无大额投资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3,485,220.13 13,081,725.81 -585.30% 偿还借款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84,475,528.90 26,776,873.37 -788.94% 

经营现金流量及筹资

现金流量影响 

更正后： 

概述 

参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一、概述”相关内容。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16,829,376.64 244,469,379.52 -52.21% 
因疫情导致工程项目

严重受影响 

营业成本 83,111,116.29 152,737,149.03 -45.59% 
销售收入减少成本减

少 

销售费用 19,175,928.23 21,455,760.25 -10.63% 
销售额减少同步销售

费用降低 

管理费用 23,881,096.30 30,941,840.13 -22.82%  

财务费用 207,303.92 9,499,994.54 -97.82% 
融资规模减少及汇兑

影响 

所得税费用 -3,097,150.09 325,763.69 -1,050.74% 亏损导致所得税下降 

研发投入 3,633,129.88 6,383,331.89 -43.08% 因疫情导致研发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5,204,944.50 226,346,556.51 -133.23% 

支付所欠货款且销售

回款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9,372,947.41 -212,735,756.72 -189.02% 投资款收回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3,485,220.13 13,081,725.81 -585.30% 偿还借款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50,707,913.79 26,776,873.37 89.37% 

经营现金流量及筹资

现金流量影响 

 

三、《2020 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中“十、处罚及整改情况” 

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中“十、处罚及整改情况”中公司原董事郑鸿生

先生任职情况填写错误，正确内容为“郑鸿生（原董事兼副总经理）”。 

更正前： 

√ 适用 □ 不适用  

名称/姓名 类型 原因 
调查处罚

类型 
结论（如有）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 

罗伟广（原董事、实际控制人）、苏佩

玉（监事）、范波（原董事）、罗嘉贤

（原董事）、杨时青（原董事）、蔡祥

（原独立董事）、卢侠巍（原独立董

事）、陈小卫（原独立董事）、郑鸿生

（原财务总监)、张坚华(副总经理）、

安吉申（原副总经理）、何清（副总经

理）、肖华（监事）、林顺福（监事） 

其他 

因信息

披露违

法违规 

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

调查或行

政处罚 

被中国证监会

广东监管局给

予警告，并分

别处以 5万元

罚款 

2020年 04

月 1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公

告编号：

2020-027 

······ 

更正后： 

√ 适用 □ 不适用  

名称/姓名 类型 原因 
调查处罚

类型 
结论（如有） 

披露日

期 
披露索引 

······ 

罗伟广（原董事、实际控制人）、苏

佩玉（监事）、范波（原董事）、罗嘉

贤（原董事）、杨时青（原董事）、蔡

祥（原独立董事）、卢侠巍（原独立

董事）、陈小卫（原独立董事）、郑鸿

其他 

因信息

披露违

法违规 

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

调查或行

政处罚 

被中国证监会

广东监管局给

予警告，并分

别处以 5万元

罚款 

2020年

04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公告

编号：2020-027 



 

 

生（原董事兼副总经理)、张坚华(副

总经理）、安吉申（原副总经理）、何

清（副总经理）、肖华（监事）、林顺

福（监事） 

······ 

四、《2020年半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中“二、财务报表” 

（一）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半年度 

更正前 更正后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1,045,272.80 95,098,715.4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28,447,184.12 202,500,626.8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2,575,193.80 71,445,193.8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48,835,571.31 277,705,571.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388,387.19 -75,204,944.50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90,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7,052.59 189,372,947.4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4,475,528.90 50,707,913.7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9,362,343.97 14,178,901.28 

 

（二）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半年度 

更正前 更正后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11,663,042.28 345,728,796.5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5,046,767.65 379,112,521.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922,797.56 65,988,551.8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820,998.33 38,886,752.5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8,632,878.16 4,567,123.91 

 



 

 

五、《2020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中“七、合并财务报表项

目注释” 

（一）“43.现金流量表项目”中“（1）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更正前 更正后 

收取政府补贴款 703,681.21 703,681.21 

利息收入 2,425,954.80 2,425,954.80 

往来款 217,915,636.79 91,969,079.48 

合计 221,045,272.80 95,098,715.49  

（二）“43.现金流量表项目”中“（2）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更正前 更正后 

管理费用支付的现金 5,025,661.77 5,025,661.77 

研发费用支付的现金 559,038.53 559,038.53 

销售费用支付的现金 3,478,857.75 3,478,857.75 

制造费用支付的现金 500,691.28 500,691.28 

财务费用-手续费 123,015.33 123,015.33 

营业外支出 645,000.00 645,000.00 

保证金及往来款项 232,242,929.14 61,112,929.14 

合计 242,575,193.80 71,445,193.80 

（三）“44.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中“（1）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更正前 更正后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347,713,657.80 -302,530,21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388,387.19 -75,204,944.50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49,362,343.97 14,178,901.2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4,475,528.90 50,707,913.79 



 

 

（四）“44.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中“（2）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构成” 

单位：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更正前 更正后 

一、现金 249,362,343.97 14,178,901.28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235,183,442.70  

三、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9,362,343.97 14,178,901.28 

 

六、《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中“2、主要财务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6,829,376.64 244,469,379.52 -5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100,281.84 9,100,088.49 -37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4,688,133.71 8,499,933.43 -390.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0,388,387.19 226,346,556.51 -153.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4 -4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4 -4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5% 1.25%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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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647,318.56 1,275,007,584.39 -1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5,300,146.04 632,329,373.65 -4.27% 



 

 

 

更正后：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6,829,376.64 244,469,379.52 -5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100,281.84 9,100,088.49 -37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4,688,133.71 8,499,933.43 -390.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204,944.50 226,346,556.51 -133.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4 -4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4 -4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5% 1.25%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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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647,318.56 1,275,007,584.39 -1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5,300,146.04 632,329,373.65 -4.27% 

除上述更正的内容，公司《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的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2020 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就此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将加

强信息披露文件审核管理，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