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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披露了《2020 年年度报告》。经公司事后检查发现，上述报告第四节“经

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2、（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中公司

主要供应商情况及公司前 5名供应商资料内容有误、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

析”之“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中“4、（3）应收账款损失风险”内容表达

有误、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七、7、（2）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

名的预付款情况”内容有误以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十二、5、（4）关联

担保情况”内容有误，现更正如下： 

一、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及公司前 5名供应商资料更正情况 

更正前：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50,752,870.89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5.06%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

比例 
0.00% 

公司前 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

例 

1 上海耀扬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16,162,345.10 4.80% 

2 上海人民企业集团阀门有限公司 10,518,611.61 3.12% 

3 有氟密管阀集团有限公司 8,981,166.34 2.67% 

4 SMC（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7,677,286.83 2.28% 

5 常熟市华夏仪表有限公司 7,413,461.01 2.20% 

合计 -- 50,752,870.89 15.06% 

更正后：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50,752,870.89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7.37%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

额比例 
0.00% 

公司前 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

例 

1 上海耀扬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16,162,345.10 5.53% 

2 上海人民企业集团阀门有限公司 10,518,611.61 3.60% 

3 有氟密管阀集团有限公司 8,981,166.34 3.07% 

4 SMC（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7,677,286.83 2.63% 

5 常熟市华夏仪表有限公司 7,413,461.01 2.54% 

合计 -- 50,752,870.89 17.37% 

 

二、应收账款损失风险内容更正情况 

更正前：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272,676,501.78 万元。虽然公司客户

主要分布于化工、石油石化、制浆造纸和环保等行业，多为信誉良好的优质客户，

实际产生坏账的风险较小，并且公司已足额计提了坏账准备，但仍存在应收账款

不能及时收回的风险。可能对公司未来的业绩水平的提升造成不利影响。 

应对措施：公司实施售前客户信用评估、项目风险评审、售中合同履行风险

控制、售后债权证据链管理等风险管理手段。通过应收账款回收与业务员薪资绩

效挂钩，加大应收账款时点催收。并加强逾期债权法务跟进的力度，不断提升风

险管理能力和催收力度，及时收回应收款。 

更正后：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272,676,501.78 元。虽然公司客户主

要分布于化工、石油石化、制浆造纸和环保等行业，多为信誉良好的优质客户，

实际产生坏账的风险较小，并且公司已足额计提了坏账准备，但仍存在应收账款

不能及时收回的风险。可能对公司未来的业绩水平的提升造成不利影响。 

应对措施：公司实施售前客户信用评估、项目风险评审、售中合同履行风险

控制、售后债权证据链管理等风险管理手段。通过应收账款回收与业务员薪资绩



效挂钩，加大应收账款时点催收。并加强逾期债权法务跟进的力度，不断提升风

险管理能力和催收力度，及时收回应收款。 

三、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更正情况 

更正前 

单位名称 期末数 账龄 
占预付款项期末余

额合计数的比例(%) 
未结算原因 

(1)湖南高川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921,286.00 1年以内 10.93 预付材料款 

(2)大高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4,601.77 1年以内 8.48 预付材料款 

(3)济南菲尔德电气有限公司 575,640.00 1年以内 6.83 预付材料款 

(4)山东宝路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56,461.95 1年以内 5.42 预付材料款 

(5)翃玛电气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402,607.63 1年以内 4.78 预付材料款 

小  计 3,070,597.35  36.44  

更正后： 

单位名称 期末数 账龄 
占预付款项期末余额

合计数的比例(%) 
未结算原因 

(1)湖南高川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921,286.00 1年以内 10.93 预付材料款 

(2)大高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4,601.77 1年以内 8.48 预付材料款 

(3)济南菲尔德电气有限公司 575,640.00 1年以内 6.83 预付材料款 

(4)常州电站辅机股份有限公司 460,000.00 1年以内 5.46 预付材料款 

(5)山东宝路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56,461.95 1年以内 5.42 预付材料款 

小  计 3,127,989.72  37.12  

四、关联担保情况更正情况 

更正前： 

本公司作为担保方 

不适用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陈晓宇、钱爱微、王秀国、陈晓

燕、任翔、戴美春、陈晓霞、吴

平、苏利嫦、余建平、陈孝微 

1,000,000.00 2020年01月19日 2020年02月28日 否 



陈晓宇、钱爱微、王秀国、陈晓

燕、任翔、戴美春、陈晓霞、吴

平、苏利嫦、余建平、陈孝微 

280,296.65 2020年05月25日 2024年08月11日 否 

陈晓宇、钱爱微、王秀国、陈晓

燕、任翔、戴美春、陈晓霞、吴

平、苏利嫦、余建平、陈孝微 

47,435.37 2020年04月08日 2021年07月31日 否 

陈晓宇、钱爱微、王秀国、陈晓

燕、任翔、戴美春、陈晓霞、吴

平、苏利嫦、余建平、陈孝微 

53,120.00 2020年05月14日 2020年12月31日 否 

陈晓宇、钱爱微、王秀国、陈晓

燕、任翔、戴美春、陈晓霞、吴

平、苏利嫦、余建平、陈孝微 

1,766,450.00 2020年05月12日 2021年08月31日 否 

陈晓宇 154,767.30 2020年07月09日 2021年03月31日 否 

更正后： 

本公司作为担保方 

不适用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陈晓宇、钱爱微、王秀国、陈晓

燕、任翔、戴美春、陈晓霞、吴

平、苏利嫦、余建平、陈孝微 

1,000,000.00 2020年01月19日 2021年02月28日 否 

陈晓宇、钱爱微、王秀国、陈晓

燕、任翔、戴美春、陈晓霞、吴

平、苏利嫦、余建平、陈孝微 

280,296.65 2020年04月08日 2021年07月31日 否 

陈晓宇、钱爱微、王秀国、陈晓

燕、任翔、戴美春、陈晓霞、吴

平、苏利嫦、余建平、陈孝微 

47,435.37 2020年05月12日 2021年08月31日 否 

陈晓宇、钱爱微、王秀国、陈晓

燕、任翔、戴美春、陈晓霞、吴

平、苏利嫦、余建平、陈孝微 

53,120.00 2020年05月14日 2020年12月31日 否 

陈晓宇、钱爱微、王秀国、陈晓

燕、任翔、戴美春、陈晓霞、吴

平、苏利嫦、余建平、陈孝微 

1,766,450.00 2020年05月25日 2024年08月11日 否 

陈晓宇 154,767.30 2020年07月09日 2021年03月31日 否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对公司 2020 年年度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影响。更正后的《2020 年年度报告》将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对于上述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今后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过程中的审核工作。 

 

特此公告。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