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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正 2021 年第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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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2021 年 8 月 26 日和 2021 年 10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1 年半年

度报告》、《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在 2021 年年报审计过程中，年审会计

师认为，应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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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相关规定认定结构性存款收益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经沟通，公司采纳了年审会计师的意见，需对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半年

度、三季度报告中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及相关内容进行更正。具体情况

如下： 

一、更正情况 

1、《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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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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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0,731.51 3,908,814.51 313.70% 

......       

更正后：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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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29,074.16 3,908,814.51 299.84% 

......       

2、《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之“一、主要会计数

据和财务指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更正前：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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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6.8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9,0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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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801.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9,320.46   

减：所得税影响额 81,590.7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0   

合计 244,220.94 -- 

更正后：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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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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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6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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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22.2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7,130.2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114.9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8,020.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02  

合计 785,878.29 -- 

3、《2021 年半年度报告》“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之“四、主

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元） 
50,821,124.67 25,792,792.59 97.04% 

......       

更正后：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元） 
43,522,907.87 25,792,792.59 68.74% 

......       

4、《2021 年第半年度报告》“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之“六、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更正前： 

项目 金额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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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813.2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0,923.49   



减：所得税影响额 285,057.59   

合计 916,679.18 -- 

更正后： 

项目 金额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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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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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2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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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4,262.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0,923.4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7,524.6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61,039.3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3.55    

合计 8,214,895.98 -- 

5、《2021 年第半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之“十二、补充资料之 1、

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表” 

更正前： 

项目 金额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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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813.2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0,923.49   

减：所得税影响额 285,057.59   

合计 916,679.18 -- 

更正后： 

项目 金额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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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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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2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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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4,262.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0,923.4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7,524.6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61,039.3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3.55    

合计 8,214,895.98 -- 

6、《2021 年第半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之“十二、补充资料之 2、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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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3.77% 0.56 0.56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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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3.23% 0.48 0.48 

7、《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一、主要财务数据”之“（一）、主要会计数据

及财务指标” 

更正前：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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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61,341.43 99.92% 88,282,466.10 98.25% 

更正后：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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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16,927.45 

56.99% 

 
72,939,835.32 

63.79% 

 

8、《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一、主要财务数据”之“（二）、经常性损益项

目和金额” 

更正前： 

项目 
本报告期金

额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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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0,452.68 6,391,265.96 

主要系本报告

期收到的上市

补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1,421.55 -90,498.06   

减：所得税影响额 763,888.25 1,048,945.8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4.32 64.32   

合计 4,335,078.56 5,251,757.74 -- 

更正后：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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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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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8,326.47 6,361,615.06 

 主要系

本报告期

收到的上



市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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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68,120.61 18,042,382.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0,581.55 -89,658.0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86.21 28,810.9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87,658.44 3,748,697.7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76  

                  

64.31  
  

合计 12,379,492.54 20,594,388.52 -- 

 

二、审核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2022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正 2021 年第一季度、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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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 2021 年第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报告的更正符合

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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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能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利润情况，本次更正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董事

会同意 2021 年第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报告的更正事项。  

2、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对 2021 年第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报告进行更正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董事会关于本次财务信息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更正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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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

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经营情况，本次更正事项未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对 2021 年第一季度、半

年度、三季度报告的更正事项。 



3、监事会意见：公司对 2021年第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报告进行更正符

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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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能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经营情况，本次更正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同

意对 2021 年第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报告进行更正。 

三、其他事项 

1、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1 年第一季报告》、《2021 年半年度报告》、

《2021 年第三季报告》其他内容不变。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版）》、《2021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版）》、《2021

年第三季报告（更正版）》。 

2、对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公司将进一步加强

信息披露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