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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年度报告的补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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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因工作人员疏忽，现对公告内容更正如

下： 

原内容 1： 

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四、2、（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

况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513,936,870.10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67.13%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

比例 
13.08%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189,532,652.51 24.76% 

2 第二名 100,111,660.49 13.08% 

3 第三名 111,017,090.11 14.50% 

4 第四名 62,326,226.30 8.14% 

5 第五名 50,949,240.69 6.65% 

合计 -- 513,936,870.10 67.13%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92,047,329.20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3.18%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

额比例 
11.42% 



公司前 5 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79,714,655.46 11.42% 

2 第二名 4,362,455.47 0.62% 

3 第三名 2,897,420.76 0.41% 

4 第四名 3,531,828.12 0.51% 

5 第五名 1,540,969.40 0.22% 

合计 -- 92,047,329.20 13.18%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现更正为：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513,936,870.10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67.13%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

比例 
13.08% 

公司前 5 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189,532,652.51 24.76% 

2 第二名 111,017,090.11 14.50% 

3 第三名 100,111,660.49 13.08% 

4 第四名 62,326,226.30 8.14% 

5 第五名 50,949,240.69 6.65% 

合计 -- 513,936,870.10 67.13%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386,170,340.11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61.21%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

额比例 
28.47% 

公司前 5 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100,114,504.23 15.88% 

2 第二名 99,963,456.96 15.86% 

3 第三名 79,714,655.46 12.61% 

4 第四名 69,416,454.82 11.01% 

5 第五名 36,961,268.64 5.85% 

合计 -- 386,170,340.11 61.21%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原内容 2： 

 

第四节公司治理五、2任职情况 

吴爱洁：女，1971年出生，大学本科。现任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历任武汉第二制药厂、武汉本本电子有限公司、武汉恒生光电产业有

限公司、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会计主管等。 

 

现更正为： 
 

吴爱洁：女，1971年出生，大学本科。现任公司审计机构负责人。

历任武汉第二制药厂、武汉本本电子有限公司、武汉恒生光电产业有

限公司、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会计主管等。 

 

原内容 3 

 

第十节财务报告十二、5、（4）关联担保情况 

单位：元 

 

现更正为： 

 

本公司作为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

毕 

李中秋、本公司 36,000,000.00 2018 年 04 月 20 日 2022 年 04 月 20 日 是 

李中秋 90,000,000.00 2019 年 07 月 01 日 2022 年 07 月 01 日 否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

毕 

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

司 
36,000,000.00 2018 年 04 月 20 日 2022 年 04 月 20 日 是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原内容 4  

财务报告十一、1 未填写：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的期末公允

价值 

 

现补充为： 

按公允价值层级对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进行分析 

项目 

期末公允价值 

第一层次公允价值

计量 

第二层次公允价值

计量 

第三层次公允价值

计量 
合计 

一、持续的公允价值

计量 
-- -- -- -- 

（一）交易性金融资

产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1）债务工具投资     

（2）权益工具投资     

（3）衍生金融资产     

2.指定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1）债务工具投资     

（2）权益工具投资     

（二）其他债权投资     

（三）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四）投资性房地产     

1.出租用的土地使用

权 
    

2.出租的建筑物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

毕 

李中秋 90,000,000.00 2019 年 07 月 01 日 2022 年 07 月 01 日 否 



3.持有并准备增值后

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五）生物资产     

1.消耗性生物资产     

2.生产性生物资产     

       应收账款融

资 
  500,000.00 500,000.00 

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

的资产总额 
  500,000.00 500,000.00 

（六）交易性金融负

债 
    

其中：发行的交易性

债券 
    

   衍生金融负债     

   其他     

（七）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

的负债总额 
    

二、非持续的公允价

值计量 
-- -- -- -- 

（一）持有待售资产     

     

非持续以公允价值计

量的资产总额 
    

     

非持续以公允价值计

量的负债总额 
    

 

公司因上述补充、更正内容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

歉，并将在今后工作中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力争避免类似情况

发生，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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