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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1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公告编号：2021-087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及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0 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1-029），

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了《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

号：2021-076）。经自查，发现上述报告存在部分需更正的内容。现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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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要

求，对上述报告进行更正，该更正不影响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对财务报表

无实质性影响。 

一、《2020 年年度报告》更正情况  

2020 年年度报告中，“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5、应收账款”之“（1）应收账款分类披露”的部分数据需要更正，如下： 

1、期末应收账款余额按账龄披露的表格中的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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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0 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账  龄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金额 

1 年以内（含 1 年） 3,064,123,960.55 2,784,031,923.06 -280,092,037.49 

1 至 2 年 400,402,687.03 607,658,263.03 207,255,576.00 

2 至 3 年 60,432,315.45 133,268,776.94 72,836,461.49 

3 年以上 57,018,785.28 57,018,785.28 - 

  3 至 4 年 38,311,273.81 38,311,273.81 - 

  4 至 5 年 15,782,091.09 15,782,091.09 - 

  5 年以上 2,925,420.38 2,925,420.38 - 

合计 3,581,977,748.31 3,581,977,748.31  

由于原先对个别客户的应收账款账龄划分有偏差，使得 1 年以内（含 1 年）、1

至 2 年、2 至 3 年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有偏差，现予更正。由于涉及调整的客户为

国家电网类型客户，本身无需计提坏账，因此该修订不影响损益，不影响财务报表。 

2、在 2020 年末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客户名单中的客户四数据 

单位：元 

 名称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更正前 客户四 508,724,562.72 7,214,897.11 100.00% 国家电网采购 

更正后 客户四 508,724,562.72 - - 国家电网采购 

客户四为国家电网采购，无需计提坏账准备。更正前，客户四的坏账准备金额

和计提比例系误贴数据，实际上未计提坏账。该修订不影响财务报表。 

二、《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情况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一、主要财务数据”以及“四、季度财务报表”中

部分数据需要更正，如下： 

1、“一、主要财务数据”之“（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部分数据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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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25,262,838.43 -2.92% 785,869,489.73 8.4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376,211,985.04 4.26%   

更正后：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27,440,218.80 -1.98% 788,046,870.11 8.7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262,866,052.77 3.49%   

注：除上述项目外，原表中的其他数据不涉及更正。 

2、“一、主要财务数据”之“（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部分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金额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4,937.07 -5,509,020.81 -5,474,083.74 49,483.01 -5,424,600.73 -5,474,083.7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

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12,812,641.81 13,079,462.62 266,820.81 19,914,454.49 20,181,275.30 266,820.8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654,538.82 906,284.52 251,745.70 314,492,942.95 314,744,688.65 251,745.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3,810,439.02 -2,489,910.58 1,320,528.44 -2,353,453.21 -1,032,924.77 1,320,5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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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2,152,288.75 908,585.59 -1,243,703.16 86,426,428.58 85,182,725.43 -1,243,703.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51.58 -209,253.68 -213,905.26 183,775.85 -30,129.41 -213,905.26 

合计 7,464,864.21 5,287,483.84 -2,177,380.37 245,493,222.81 243,315,842.43 -2,177,380.37 

3、“四、季度财务报表”之“（一）财务报表”之“1、合并资产负债表”部

分数据 

单位：元 

 2021 年 9 月 30 日数据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金额 

资

产

项 

应收账款  3,398,038,819.05   3,404,705,220.52   6,666,401.47  

预付款项  613,122,571.21   472,876,565.25   -140,246,005.96  

其他应收款  81,044,102.54   88,800,451.31   7,756,348.77  

流动资产合计  7,206,117,255.67   7,080,293,999.95   -125,823,255.72  

固定资产  5,293,631,988.48   5,291,612,680.93   -2,019,307.55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5,642,967.18   140,139,598.18   14,496,631.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8,170,094,729.37   8,182,572,052.82   12,477,323.45  

资产总计  15,376,211,985.04   15,262,866,052.77   -113,345,932.27  

负

债

与

权

益

项 

应付账款  1,396,869,724.06   1,274,026,750.77   -122,842,973.29  

合同负债  511,513,241.50   510,837,792.28   -675,449.22  

其他应付款  12,190,097.63   20,926,795.10   8,736,697.47  

其他流动负债  55,838,862.34   57,274,655.11   1,435,792.77  

流动负债合计  4,988,878,225.87   4,875,532,293.60   -113,345,932.27  

负债合计  7,814,113,209.65   7,700,767,277.38   -113,345,932.2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5,376,211,985.04   15,262,866,052.77   -113,345,932.27  

注：除上述项目外，原报表中其他数据不涉及更正。 

4、“四、季度财务报表”之“（一）财务报表”之“2、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

利润表”部分数据 

单位：元 

2021 年 1-9 月数据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金额 

税金及附加  20,966,485.80   19,114,040.95   -1,852,4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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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15,523,652.24   17,376,097.09   1,852,444.85  

加：其他收益  7,286,180.95   20,181,275.30   12,895,094.3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175,423,211.29   1,188,318,305.64   12,895,094.35  

加：营业外收入  18,306,655.86   5,411,561.51   -12,895,094.35  

注：除上述项目外，原报表中其他数据不涉及更正。 

5、“一、主要财务数据”之“（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

及原因”部分数据 

更正前： 

“3. 期末预付款项较年初增长 266.81%，主要系公司期末预付的主材款增加所

致； 

10. 期末合同负债较年初增加 113.64%，主要系订单量充足，预收客户款项增

加所致； 

11. 期末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 225.29%，主要系订单量充足，预收客户款

项增加，相应待转销项税额增加所致； 

14. 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 93.00%，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运费计入营业

成本所致；” 

更正后： 

“3. 期末预付款项较年初增长 182.90%，主要系公司期末预付的主材款增加所

致； 

10. 期末合同负债较年初增加 113.36%，主要系订单量充足，预收客户款项增

加所致； 

11. 期末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 233.65%，主要系订单量充足，预收客户款

项增加，相应待转销项税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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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 76.74%，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运费计入营业

成本所致；” 

上述修订不影响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 

三、董事会意见、独立董事意见和监事会意见  

2021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 2021 年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正<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

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1、董事会意见  

本次《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2、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阅，独立董事认为本次《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更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

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内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意见  

本次《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新后的《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将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请投资者查

阅。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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