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325      证券简称：德威新材      公告编号：2020-096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9 日在

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因

财务人员疏忽，导致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中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

标、合并财务报表注释中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变动情况、补充资料填写错误（2020

年半年度报告第 7 页、第 89 页、第 90 页、第 146 页、第 147 页；2020 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第 1 页），现更正如下： 

一、《2020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事项 

1、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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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118,803.86 570,690,446.23 -2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6,350,868.12 3,870,699.42 -78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6,954,090.24 -62,139,413.75 40.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618,396.06 -207,845,559.92 97.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0 0.0040 -8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0 0.0040 -8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8% 0.28%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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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8,898,576.48 3,335,326,305.91 -0.79%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67,290,650.60 792,362,535.31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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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118,803.86 570,690,446.23 -2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6,350,868.12 3,870,699.42 -78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63,480,426.69 -62,139,413.75 -2.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618,396.06 -207,845,559.92 97.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0 0.0040 -8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0 0.0040 -8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8% 0.28%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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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8,898,576.48 3,335,326,305.91 -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67,290,650.60 792,362,535.31 -3.16% 

2、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4、应收账款/（2）本期计提、

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更正前：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 元 

类别 期初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收回或转回 核销 其他 

江苏阳湖电缆

有限公司 
10,179,326.30  60,000.00   10,119,326.30 

合计 10,179,326.30  60,000.00   10,119,326.30 

其中本期坏账准备收回或转回金额重要的： 

单位： 元 

单位名称 收回或转回金额 收回方式 

更正后：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 元 

类别 期初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收回或转回 核销 其他 

按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 
378,363,620.75  35,416,448.61   342,947,172.14 

按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 
39,375,020.12  3,517,007.00   35,858,013.12 

合计 417,738,640.87  38,933,455.61   378,805,185.26 

其中本期坏账准备收回或转回金额重要的： 

单位： 元 

单位名称 收回或转回金额 收回方式 

上海南大集团有限公司 35,368,448.61 货币资金 

合计 35,368,448.61 -- 

3、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十八、补充资料 

更正前： 

1、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53.2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

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924,505.8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6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1,675,833.14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2,830.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802,433.48  

合计 10,603,222.1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3.38% -0.0300 -0.03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4.74% -0.0370 -0.0370 

更正后： 

1、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53.2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

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924,505.8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35,428,448.6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1,675,833.14  

减：所得税影响额 9,094,942.2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802,433.48  

合计 37,129,558.5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3.38% -0.03 -0.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8.15% -0.063 -0.063 

 

 



 

二、《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更正事项 

1、二、公司基本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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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118,803.86 570,690,446.23 -2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6,350,868.12 3,870,699.42 -78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6,954,090.24 -62,139,413.75 40.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618,396.06 -207,845,559.92 97.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0 0.0040 -8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0 0.0040 -8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8% 0.28%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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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8,898,576.48 3,335,326,305.91 -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67,290,650.60 792,362,535.31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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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118,803.86 570,690,446.23 -2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6,350,868.12 3,870,699.42 -78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63,480,426.69  -62,139,413.75 -2.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618,396.06 -207,845,559.92 97.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0 0.0040 -8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0 0.0040 -8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8% 0.28%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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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8,898,576.48 3,335,326,305.91 -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67,290,650.60 792,362,535.31 -3.16%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其他内容不变。对

上述由于工作疏忽造成的差错，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进一

步加强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1 月 17日  


	3、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十八、补充资料
	1、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1、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2、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1、二、公司基本情况/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