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970        证券简称：锐明技术        公告编号：2022-082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一季度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2022 年三季 

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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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1月 9日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2年一季度报告、2022年半年度报告、2022年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

更正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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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对公司 2022年

一季度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2022年三季度报告的会计差错进行更正。本

次更正不涉及追溯调整，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概述和原因说明 

公司在近期财务复核中发现有部分涉及金融工具的业务未严格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

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应用指南

进行核算和列报。为更加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公司对 2022年一季度报告、2022年半年度报告、2022年三季度报告进行

了差错更正。 

二、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 2022年一季度报告、2022年半年度报告、2022

年三季度报告的具体影响如下： 

（一）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 2022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一季度 

更正前金额 

2022 年一季度 

更正后金额 

2022 年一季度 

更正金额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17,780.10 1,172,691.77 1,190,471.87 

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5,471,947.01 -64,281,475.14 1,190,471.87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5,783,570.85 -64,593,098.98 1,190,471.87 

减：所得税费用 1,113,780.78 1,292,351.56 178,570.78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6,897,351.63 -65,885,450.54 1,011,901.09 

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66,897,351.63 -65,885,450.54 1,011,901.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59,436,633.62 -58,424,732.53 1,011,901.09 

综合收益总额 -66,897,351.63 -65,885,450.54 1,011,901.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59,436,633.62 -58,424,732.53 1,011,901.09 

 

2、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更正前金额 

2022 年 3 月 31 日 

更正后金额 

2022 年 3 月 31 日 

更正金额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000,000.00 31,190,471.87 1,190,471.87 

流动资产合计 1,551,041,448.66 1,552,231,920.53 1,190,471.87 

资产总计 2,167,687,221.29 2,168,877,693.16 1,190,471.87 

递延所得税负债 1,560,444.74 1,739,015.52 178,570.78 

非流动负债合计 93,101,649.26 93,280,220.04 178,570.78 

负债合计 708,117,350.65 708,295,921.43 178,570.78 

未分配利润 469,955,566.73 470,967,467.82 1,011,901.0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445,155,603.75 1,446,167,504.84 1,011,901.09 

股东权益合计 1,459,569,870.64 1,460,581,771.73 1,011,901.09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167,687,221.29 2,168,877,693.16 1,190,471.87 

 

3、本次更正对合并现金流量表无影响。 

（二）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 2022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半年度 

更正前金额 

2022 年半年度 

更正后金额 

2022 年半年度 

更正金额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17,780.10 -9,635,286.75 -9,617,506.65 



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82,923,569.23 -92,541,075.88 -9,617,506.65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83,273,264.27 -92,890,770.92 -9,617,506.65 

减：所得税费用 556,103.57 -886,522.43 -1,442,626.00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83,829,367.84 -92,004,248.49 -8,174,880.65 

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83,829,367.84 -92,004,248.49 -8,174,880.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亏

损以“-”号填列） 
-71,378,256.78 -79,553,137.43 -8,174,880.65 

综合收益总额 -83,829,367.84 -92,004,248.49 -8,174,880.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71,378,256.78 -79,553,137.43 -8,174,880.65 

基本每股收益 -0.41 -0.46 -0.05 

稀释每股收益 -0.41 -0.46 -0.05 

 

2、对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半年度 

更正前金额 

2022 年半年度 

更正后金额 

2022 年半年度 

更正金额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17,780.10 -9,635,286.75 -9,617,506.65 

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8,152,565.85 18,535,059.20 -9,617,506.65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7,876,316.49 18,258,809.84 -9,617,506.65 

减：所得税费用 17,161.36 -1,425,464.64 -1,442,626.00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7,859,155.13 19,684,274.48 -8,174,880.65 

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27,859,155.13 19,684,274.48 -8,174,880.65 

综合收益总额 27,859,155.13 19,684,274.48 -8,174,880.65 

基本每股收益 0.16 0.11 -0.05 

稀释每股收益 0.16 0.11 -0.05 

 

3、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6 月 30 日 

更正前金额 

2022 年 6 月 30 日 

更正后金额 

2022 年 6 月 30 日 

更正金额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859,564.51 22,302,190.51 1,442,626.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642,273,577.34 643,716,203.34 1,442,626.00 

资产总计 2,167,166,842.14 2,168,609,468.14 1,442,626.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663,000.00 10,280,506.65 9,617,506.65 

流动负债合计 660,543,113.97 670,160,620.62 9,617,506.65 

负债合计 738,784,809.70 748,402,316.35 9,617,506.65 

未分配利润 440,701,943.57 432,527,062.92 -8,174,880.6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419,216,926.55 1,411,042,045.90 -8,174,880.65 

股东权益合计 1,428,382,032.44 1,420,207,151.79 -8,174,880.65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167,166,842.14 2,168,609,468.14 1,442,626.00 

 

4、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6 月 30 日 

更正前金额 

2022 年 6 月 30 日 

更正后金额 

2022 年 6 月 30 日 

更正金额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277,449.52 18,720,075.52 1,442,626.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712,700,666.52 714,143,292.52 1,442,626.00 

资产总计 2,169,997,608.47 2,171,440,234.47 1,442,626.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663,000.00 10,280,506.65 9,617,506.65 

流动负债合计 665,363,857.77 674,981,364.42 9,617,506.65 

负债合计 736,304,816.20 745,922,322.85 9,617,506.65 

未分配利润 453,264,157.58 445,089,276.93 -8,174,880.65 

股东权益合计 1,433,692,792.27 1,425,517,911.62 -8,174,880.65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169,997,608.47 2,171,440,234.47 1,442,626.00 

 

5、对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的影响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半年度 

未分配利润 

2022 年半年度 

股东权益合计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88,690,256.78       -96,865,137.43    -8,174,880.65      -95,357,963.69     -103,532,844.34    -8,174,880.65  

综合收益总额   -71,378,256.78       -79,553,137.43    -8,174,880.65      -83,829,367.84      -92,004,248.49    -8,174,880.65  

本年期末余额   440,701,943.57       432,527,062.92    -8,174,880.65    1,428,382,032.44    1,420,207,151.79    -8,174,880.65  

 

6、对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的影响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半年度 

未分配利润 

2022 年半年度 

股东权益合计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前金额 更正后金额 更正金额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10,547,155.13         2,372,274.48    -8,174,880.65       16,330,559.29        8,155,678.64    -8,174,880.65  

综合收益总额    27,859,155.13        19,684,274.48    -8,174,880.65       27,859,155.13       19,684,274.48    -8,174,880.65  

本年期末余额   453,264,157.58       445,089,276.93    -8,174,880.65    1,433,692,792.27    1,425,517,911.62    -8,174,880.65  

 

7、本次更正对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无影响。 

（三）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 2022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三季度 

更正前金额 

2022 年三季度 

更正后金额 

2022 年三季度 

更正金额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7,780.10 -19,030,336.54 -19,012,556.44 

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84,363,465.85 -103,376,022.29 -19,012,556.44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85,063,034.08 -104,075,590.52 -19,012,556.44 

减：所得税费用 435,861.11 -2,416,022.36 -2,851,883.47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85,498,895.19 -101,659,568.16 -16,160,672.97 

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85,498,895.19 -101,659,568.16 -16,160,672.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68,421,624.17 -84,582,297.14 -16,160,672.97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17,350,379.01 -17,350,379.0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

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17,350,379.01 -17,350,379.01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 -17,350,379.01 -17,350,379.0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

动 
- -17,350,379.01 -17,350,379.01 

综合收益总额 -85,498,895.19 -119,009,947.17 -33,511,051.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68,421,624.17 -101,932,676.15 -33,511,051.98 

基本每股收益 -0.40 -0.49 -0.09 

稀释每股收益 -0.40 -0.49 -0.09 

 

2、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更正前金额 

2022 年 9 月 30 日 

更正后金额 

2022 年 9 月 30 日 

更正金额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6,959,832.00 39,609,452.99 -17,350,379.01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276,443.40 24,128,326.87 2,851,883.47 

非流动资产合计 677,790,335.97 663,291,840.43 -14,498,495.54 

资产总计 2,033,911,235.85 2,019,412,740.31 -14,498,495.54 

交易性金融负债 663,000.00 19,675,556.44 19,012,556.44 

流动负债合计 552,047,724.48 571,060,280.92 19,012,556.44 

负债合计 594,797,823.59 613,810,380.03 19,012,556.44 

其他综合收益 -3,668,651.61 -21,019,030.62 -17,350,379.01 

未分配利润 443,658,576.18 427,497,903.21 -16,160,672.9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430,917,796.74 1,397,406,744.76 -33,511,051.98 

股东权益合计 1,439,113,412.26 1,405,602,360.28 -33,511,051.98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033,911,235.85 2,019,412,740.31 -14,498,495.54 

 

3、本次更正对合并现金流量表无影响。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对已经披露的《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与

上述财务数据相关的正文及附注内容进行了更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司对此更正给投资者带来

的不便深表歉意，并将加强对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审核，不断提高信息披露

质量。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是根据相关会计准则及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所作的合理性更正及调整，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

更加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公司会计核算更加

严谨、客观。董事会同意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四、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对会计差错更正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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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

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五、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更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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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更正调整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

加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准

确、可靠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董事

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调整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1 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