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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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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

成实质性影响。 

 

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公司财务人员事后自查发现，部分现金流量数据分类存在差错，现将相关内容

更正如下（更正内容以黑体加粗显示)： 

1、“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8,405,578.60 48,939,573.68 12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46,815,676.99 26,466,211.32 7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5,975,671.60 23,371,691.65 96.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4,475,032.22 -8,986,629.67 -50.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5 7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5 7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5% 3.06%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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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487,925.81 1,104,389,874.23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009,671,672.43 961,430,062.00 5.02% 

更正后：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8,405,578.60 48,939,573.68 12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46,815,676.99 26,466,211.32 7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5,975,671.60 23,371,691.65 96.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13,908,984.46 -8,986,629.67 -54.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5 7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15 7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5% 3.06%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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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487,925.81 1,104,389,874.23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009,671,672.43 961,430,062.00 5.02% 

2、“第三节 重要事项”之“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

变动的情况及原因”之“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分析” 

更正前：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475,032.22 -8,986,629.67 50.20% 主要是报告期销售商品

回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906,861.22 -69,274,772.80 141.73% 主要是报告期用于购买

理财产品的本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25,500.00 -521,405.66 37.57% 主要是报告期偿还部分

长期借款 

更正后：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908,984.46 -8,986,629.67 -54.77% 主要是报告期业务规模

增加，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职工薪酬以及支付

的各项税费相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3,340,813.46 -69,274,772.80 177.00% 主要是报告期用于购买

理财产品的本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325,500.00 -521,405.66 -2839.27% 主要是报告期偿还部分

长期借款 

3、“第四节 财务报表”之“一、财务报表”之“5、合并现金流量表”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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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16,370.18 13,110,385.07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

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

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

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

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

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

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

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

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

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116,604.66 91,177.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5,032,974.84 13,201,562.4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6,309,729.91 2,384,312.68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

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

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

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

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16,541,458.74 14,864,558.18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695,039.08 4,452,509.0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961,779.33 486,812.2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508,007.06 22,188,19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475,032.22 -8,986,629.6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0 245,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1,067,005.22 2,256,073.4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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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1,067,005.22 247,256,073.4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22,160,144.00 22,530,846.20 

  投资支付的现金  294,0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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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60,144.00 316,530,846.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8,906,861.22 -69,274,772.8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

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30,500.00 136,500.0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

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195,000.00 384,905.66 



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5,500.00 521,405.6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25,500.00 -521,405.6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4,106,329.00 -78,782,808.1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149,835,036.06 115,780,883.4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173,941,365.06 36,998,075.27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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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16,370.18 13,110,385.07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

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

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

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

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

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

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

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

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

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316,604.66 91,177.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3,232,974.84 13,201,562.4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23,943,682.15 2,384,312.68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

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

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

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

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16,541,458.74 14,864,558.18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695,039.08 4,452,509.0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961,779.33 486,812.2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7,141,959.30 22,188,19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908,984.46 -8,986,629.6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0 245,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1,067,005.22 2,256,073.4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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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9,567,005.22 247,256,073.4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26,226,191.76 22,530,846.20 

  投资支付的现金  294,0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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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26,191.76 316,530,846.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3,340,813.46 -69,274,772.8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

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5,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30,500.00 136,500.0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

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95,000.00 384,905.6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325,500.00 521,405.6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325,500.00 -521,405.6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4,106,329.00 -78,782,808.1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149,835,036.06 115,780,883.4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173,941,365.06 36,998,075.27 

4、“第四节 财务报表”之“一、财务报表”之“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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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16,370.18 13,110,385.07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116,604.66 91,177.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5,032,974.84 13,201,562.4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6,309,729.91 2,384,312.6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16,541,458.74 14,864,558.18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695,039.08 4,452,509.0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961,779.33 486,812.2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508,007.06 22,188,19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475,032.22 -8,986,629.6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0 245,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1,067,005.22 2,256,073.4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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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1,067,005.22 247,256,073.4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22,160,144.00 22,530,846.20 

  投资支付的现金  294,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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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60,144.00 316,530,846.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8,906,861.22 -69,274,772.8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30,500.00 136,5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95,000.00 384,905.6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5,500.00 521,405.6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25,500.00 -521,405.6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4,106,329.00 -78,782,808.1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149,835,036.06 115,780,883.4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173,941,365.06 36,998,075.27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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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16,370.18 13,110,385.07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316,604.66 91,177.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3,232,974.84 13,201,562.4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23,943,682.15 2,384,312.6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16,541,458.74 14,864,558.18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695,039.08 4,452,509.0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961,779.33 486,812.2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7,141,959.30 22,188,19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908,984.46 -8,986,629.6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0 245,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1,067,005.22 2,256,073.4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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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9,567,005.22 247,256,073.4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26,226,191.76 22,530,846.20 

  投资支付的现金  294,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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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26,191.76 316,530,846.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3,340,813.46 -69,274,772.8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5,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30,500.00 136,5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95,000.00 384,905.6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325,500.00 521,405.6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325,500.00 -521,405.6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4,106,329.00 -78,782,808.1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149,835,036.06 115,780,883.4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173,941,365.06 36,998,075.27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

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将加强公告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

作，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