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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差错更正》
（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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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前期
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概述
公司在对 2021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过程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
计政策，对合并范围内的资产进行了检查分析，发现子公司相关业务中存在提前
确认收入、营业收入确认不准确、营业成本误漏结转等情况，导致公司营业收入
调减 142.89 万元，占公司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0.9%，扣除后营业收入调减 437.25
万元，占公司经审计扣除后营业收入的 3.73%，归母净利润调减 109.35 万元，
较经审计归母净利润增亏 62.73%，公司披露的 2021 年年度报告及 2022 年一季
度报告不准确。具体情况为：
（一）多计主营业务收入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天泰荣观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观家居”）
将其中一销售合同采用总额法确认主营业务收入，实则应按净额法确认收入，导
致 2021 年定期报告中主营业务收入多计 109.29 万元，主营业务成本多计 84.73
万元，其他业务收入少计 24.56 万元。

（二）少结转营业成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份少结转宁波利
豪机械有限公司的销售成本，导致 2021 年定期报告中存货多计 96.93 万元，主
营业务成本少计 96.93 万元，利润总额多计 96.93 万元。
（三）收入提前确认
荣观家居在 2021 年末由于未完成交付，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导致 2021
年定期报告中主营业务收入多计 58.15 万元，主营业务成本多计 29.38 万元，利
润总额多计 28.77 万元，存货少计 29.38 万元，应收账款多计 65.71 万元，应交
税费多计 7.56 万元。
（四）存在应扣除未扣除收入
公司披露的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为 11,730.47 万元，存在应扣除未扣除金额，
经收入调整以及扣除应扣未扣金额后，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为 11,293.22 万元。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合并财务报表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对上述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相应对 2021 年度合并财务
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追溯调整对合并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影响具体如下：
（以下金额单位若未特别注明者均为人民币元）
（一）对 2021 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及金额具体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应收账款

68,782,272.17

-657,148.00

68,125,124.17

存货

27,304,947.84

-675,552.15

26,629,395.69

流动资产合计

139,353,304.35

-1,332,700.15

138,020,604.20

资产总计

721,106,355.52

-1,332,700.15

719,773,655.37

应交税费

3,817,823.17

-75,601.10

3,742,222.07

流动负债合计

62,873,419.15

-75,601.10

62,797,818.05

负债总计

85,587,799.63

-75,601.10

85,512,198.53

未分配利润

-51,810,112.64

-1,093,523.48

-52,903,636.1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631,256,481.44

-1,093,523.48

630,162,957.96

少数股东权益

4,262,074.45

-163,575.57

4,098,498.88

股东权益合计

635,518,555.89

-1,257,099.05

634,261,456.84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721,106,355.52

-1,332,700.15

719,773,655.37

（二）对 2021 年度合并利润表项目及金额具体影响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营业收入

158,471,358.00

-1,428,883.45

157,042,474.55

营业成本

139,504,020.58

-171,784.40

139,332,236.18

营业利润

8,881,597.63

-1,257,099.05

7,624,498.58

利润总额

4,418,055.80

-1,257,099.05

3,160,956.75

净利润

-64,840.92

-1,257,099.05

-1,321,939.97

持续经营净利润

-64,840.92

-1,257,099.05

-1,321,939.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43,113.25

-1,093,523.48

-2,836,636.73

少数股东损益

1,678,272.33

-163,575.57

1,514,696.76

综合收益总额

-64,840.92

-1,257,099.05

-1,321,939.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743,113.25

-1,093,523.48

-2,836,636.7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678,272.33

-163,575.57

1,514,696.76

基本每股收益

-0.009

-0.006

-0.015

稀释每股收益

-0.009

-0.006

-0.015

每股收益

（三）对 2021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及金额的影响
单位：万元
受影响的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金额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15,847.14

-142.89

15,704.25

4,116.67

294.36

4,411.03

0.26

0.02

0.28

2,619.67

24.56

2,644.23

11.09

269.80

280.89

4,116.67

294.36

4,411.03

11,730.47

-437.25

11,293.22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如出租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包装物，销售材料，用材料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经营受托管理业务等实现的收入，以及虽计入主营
业务收入，但属于上市公司正常经营之外的收入
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
收入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小计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无影响。

三、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
响
上述前期会计差错事项对本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四、更正后的 2021 年度及 2022 年一季度报告

根据上述更正内容公司修订了 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以及 2022 年一季度
报告，更正事项影响的数据以加粗字体显示。更正后的定期报告已于同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
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五、审议程序及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一）审议程序
2022 年 8 月 17 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同意了本
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信
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等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报告能够更加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
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的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报告能够更加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董事
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
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四）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等相关规定和要求，能够更
加真实、客观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五）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会计差错出具了《上海丰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大华核字
[2022]0012303 号），认为公司编制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已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等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
了上海丰华 2021 年度会计差错的更正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