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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40              证券简称：深冷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6 

 

成都深冷液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一、更正概述 

成都深冷液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经事后审查

发现， 其中部分数据填报错误，现更正如下（注:更正后科目的数据加黑加粗表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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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93,883.38 32,690,533.97 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34,092.95 -9,639,50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640,291.22 -9,960,015.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311,977.68 -39,914,011.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6 -0.07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6 -0.07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6%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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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638,928.87 1,203,465,169.75 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62,197,691.25 566,877,054.61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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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93,883.38 32,690,533.97 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93,051.17 -9,639,50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5,499,249.44 -9,960,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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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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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311,977.68 -39,914,011.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24 -0.07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24 -0.07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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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983,875.83 1,203,465,169.75 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62,007,710.32  566,877,054.61 -0.86%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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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并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 

更正前：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 

应付票据比期初增加230.41%，主要系因直接开具票据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减少96.82%，主要系因已支付预提职工薪酬所致； 

其他应付款比期初增加124.01%，主要系因向交投实业借款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比期初减少61.46%，主要系因背书转让票据到期已兑付终止确认负债； 

更正后：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 

应付票据比期初增加230.41%，主要系因直接开具票据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减少96.82%，主要系因已支付预提职工薪酬所致； 

其他应付款比期初增加124.01%，主要系因向交投实业借款所致； 

（三）、“第四 财务报表”之“一、财务报表”之“1、合并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应收票据 613,600.00 886,144.95 

  应收账款 179,704,317.67 201,751,284.43 

  应收款项融资 83,932,712.84 106,771,533.42 

  ……   

  存货 243,997,073.16 207,635,807.69 

  合同资产 251,397,875.58 252,119,08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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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流动资产 19,527,899.08 14,647,065.71 

流动资产合计 1,014,157,193.86 985,700,911.27 

非流动资产：   

  ……   

  递延所得税资产 49,423,023.01 49,520,382.63 

   ……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4,481,735.01 217,764,258.48 

资产总计 1,228,638,928.87 1,203,465,169.75 

流动负债：   

  ……   

  应付账款 184,789,050.83 214,228,451.79 

  预收款项 55,440.00  

  合同负债 173,368,203.99 171,352,973.80 

  ……   

  应交税费 1,098,162.79 1,565,006.53 

  ……   

  其他流动负债 19,891,045.20 51,607,563.54 

流动负债合计 644,248,023.12 614,334,795.05 

非流动负债：   

  ……   

负债合计 644,248,023.12 614,334,795.05 

所有者权益：   

  ……   

  未分配利润 73,080,362.58 78,183,432.8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62,197,691.25 566,877,054.61 

  少数股东权益 22,193,214.50 22,253,320.09 

所有者权益合计 584,390,905.75 589,130,374.7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228,638,928.87 1,203,465,169.75 

更正后：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应收票据 543,779.30  886,144.95 

  应收账款 177,565,040.82  201,751,284.43 

  应收款项融资 109,796,048.05  106,771,533.42 

  ……   

  存货 243,348,009.06  207,635,807.69 

  合同资产 251,530,597.90  252,119,089.76 

  ……   

  其他流动资产 19,637,590.57  14,647,0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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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合计 1,037,404,781.23  985,700,911.27 

非流动资产：   

  ……   

  递延所得税资产 49,520,382.63 49,520,382.63 

  ……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4,579,094.60  217,764,258.48 

资产总计 1,251,983,875.83  1,203,465,169.75 

流动负债：   

  ……   

  应付账款 182,553,006.49  214,228,451.79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173,423,643.99 171,352,973.80 

   ……   

  应交税费 1,207,854.28  1,565,006.53 

  ……   

  其他流动负债 45,754,380.41  51,607,563.54 

流动负债合计 667,985,005.48  614,334,795.05 

非流动负债：   

……   

负债合计 667,985,005.48  614,334,795.05 

所有者权益：   

  ……   

  未分配利润 72,890,381.65  78,183,432.8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62,007,710.32  566,877,054.61 

  少数股东权益 21,991,160.03  22,253,320.09 

所有者权益合计 583,998,870.35  589,130,374.7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251,983,875.83  1,203,465,169.75 

（四）、“第四 财务报表”之“一、财务报表”之“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更正前：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应收票据 613,600.00 886,144.95 

  应收账款 169,490,567.62 193,418,653.04 

  应收款项融资 75,741,693.44 98,339,533.42 

   ……   

  合同资产 251,397,875.58 251,348,498.11 

  ……   

流动资产合计 898,908,664.71 864,768,489.63 

非流动资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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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1,120,695,014.33 1,089,725,749.77 

流动负债：   

  ……   

  其他流动负债 7,620,993.79 41,468,673.69 

流动负债合计 575,962,538.98 540,365,855.30 

非流动负债：   

……   

负债合计 575,962,538.98 540,365,855.30 

所有者权益：   

……   

  未分配利润 55,032,673.30 60,083,799.30 

所有者权益合计 544,732,475.35 549,359,894.4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120,695,014.33 1,089,725,749.77 

更正后：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应收票据 543,779.30  886,144.95 

  应收账款 171,827,033.28  193,418,653.04 

  应收款项融资 101,605,028.65  98,339,533.42 

  ……   

  合同资产 249,247,472.64  251,348,498.11 

  ……   

流动资产合计 924,888,241.94  864,768,489.63 

非流动资产：   

  ……   

资产总计 1,146,674,591.56  1,089,725,749.77 

流动负债：   

  ……   

  其他流动负债 33,484,329.00  41,468,673.69 

流动负债合计 601,825,874.19  540,365,855.30 

非流动负债：   

  ……   

负债合计 601,825,874.19  540,365,855.30 

所有者权益：   

  ……   

  未分配利润 55,148,915.32  60,083,799.30 

所有者权益合计 544,848,717.37  549,359,894.4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146,674,591.56  1,089,725,749.77 

（五）、“第四 财务报表”之“一、财务报表”之“3、合并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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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697,703.06 -10,281,839.19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714,880.34 -9,904,764.69 

  减：所得税费用  16,524.8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714,880.34 -9,921,289.50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714,880.34 -9,921,289.50 

  ……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34,092.95 -9,639,501.69 

  2.少数股东损益 -280,787.39 -281,787.81 

 ……   

七、综合收益总额 -5,714,880.34 -9,921,289.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5,434,092.95 -9,639,501.6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80,787.39 -281,787.81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436 -0.077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436 -0.0773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6,946.79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32,722.32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538,033.95  -10,281,839.19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555,211.23  -9,904,764.69 

  减：所得税费用  16,524.8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555,211.23  -9,921,289.50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555,211.23  -9,921,289.50 

  ……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93,051.17  -9,639,501.69 

  2.少数股东损益 -262,160.06  -281,7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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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综合收益总额 -5,555,211.23 -9,921,289.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5,293,051.17  -9,639,501.6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62,160.06  -281,787.81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424 -0.077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424 -0.0773 

（六）、“第四 财务报表”之“一、财务报表”之“4、母公司利润表”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051,123.20 -9,311,970.72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051,126.00 -8,934,896.22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051,126.00 -8,934,896.22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051,126.00 -8,934,896.22 

    ……   

六、综合收益总额 -5,051,126.00 -8,934,896.22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10,946.69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27,188.71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934,881.18  -9,311,970.72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4,934,883.98  -8,934,896.22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934,883.98  -8,934,896.22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934,883.98  -8,934,896.22 

      ……   

六、综合收益总额 -4,934,883.98  -8,934,896.22 

二、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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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查，董事会认为：2021年一季度报告报出过程中，未对应收账款、合同资产

进行重新测算；对应收款项融资项中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的已背书尚未到期的银行承兑

汇票，在报表中列报有误。经事后审查，公司现对相关科目的报表列示进行调整更正，

此次会计更正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

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因上述原因主要更正科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影响额 更正比例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34,092.95 -5,293,051.17 141,041.78 2.60% 

总资产 1,228,638,928.87 1,251,983,875.83 23,344,946.96 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2,197,691.25 562,007,710.32 -189,980.93  -0.03% 

应收账款 179,704,317.67 177,565,040.82 -2,139,276.85 -1.19% 

应收款项融资 83,932,712.84 109,796,048.05 25,863,335.21 30.81% 

合同资产 251,397,875.58 251,530,597.90 132,722.32 0.05% 

其他流动负债 19,891,045.20 45,754,380.41 25,863,335.21  130.03%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 2021 第一季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新后的《2021 年第

一季度报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公告编制以及审核工作，提高

公告内容质量，避免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成都深冷液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6 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