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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4月 29日召开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和重要

前期差错更正的议案》和《关于更正 2017、2018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需对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系统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的公司《2018年度

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9-048）进行更正。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和重要前期差错更正，

具体更正项目见公司《先临三维会计政策变更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和《先临三维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本更正公告是针对由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所涉及的《公司 2018 年度报告摘要》中的财务数据、财务指标、文字描述进

行全面比较更正，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一、“二、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部分内容如下 

2.1主要财务数据 

更正前：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873,690,915.20 790,902,755.63 10.4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62,984,571.72 460,547,037.13 0.53% 

营业收入 400,508,938.59 362,751,657.86 10.4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410,714.35 18,950,059.41 -50.3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21,453,820.62 -1,357,893.44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6,030,954.19 -5,443,267.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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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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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 4.2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1.48 1.47 0.53% 

 

更正后：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876,289,815.25 792,032,417.04 10.6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35,247,887.30 435,502,076.55 
-0.06% 

营业收入 398,603,222.91 333,679,722.02 19.4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718,990.51 -5,614,437.99 -219.6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24,145,544.46   -25,922,390.84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6,030,954.19 -5,443,267.7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 -1.2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1.39   1.39  - 

 

二、“三、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部分内容如下 

更正前：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1.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 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本公司就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变化追溯重

述了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对应比较数据。2017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见下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收票据 2,629,192.4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4,735,7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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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112,106,519.32 

应付票据 4,744,36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7,258,099.43 

应付账款 62,513,739.43 

应付利息 90,369.55 
其他应付款 6,553,531.25 

其他应付款 6,463,161.70 

2017 年度利润表项目 

管理费用 119,236,044.74 
管理费用 49,754,093.96 

研发费用 69,481,950.78 

(2)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

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

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

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

联方》。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

务数据无影响。 

 

3.2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

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票据 2,629,192.41      

应收账款 112,106,519.3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4,735,711.73     

应付票据 4,744,360.00      

应付账款 62,513,739.4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7,258,099.43     

应付利息 90,369.55      

其他应付款 6,463,161.70 6,553,531.25     

管理费用 119,236,044.74 49,754,093.96     

研发费用  69,481,950.78     

 

更正后： 

3.2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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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 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本公司就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变化追溯重

述了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对应比较数据。2017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见下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收票据 2,629,192.4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3,874,571.73 

应收账款 111,245,379.32 

应付票据 4,744,36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7,258,099.43 

应付账款 62,513,739.43 

应付利息 90,369.55 
其他应付款 2,746,345.63 

其他应付款 2,655,976.08 

2017 年度利润表项目 

管理费用 118,190,535.61 
管理费用 51,159,073.77 

研发费用 67,031,461.84 

(2)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

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

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

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

联方》。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

务数据无影响。 

 

3.2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

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4,735,711.73    113,874,571.73    

长期股权投资   14,645,850.71     16,989,885.23    

商誉   74,303,329.53     69,303,329.53    

递延所得税资产    8,278,603.14     12,925,3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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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   12,596,227.29     12,407,578.06    

其他应付款    6,553,531.25      2,746,345.63    

递延收益   21,248,978.33     52,302,484.29    

营业收入  362,751,657.86    333,679,722.02    

销售费用   74,914,755.84     76,640,319.82    

管理费用   49,754,093.96     51,159,073.77    

研发费用   69,481,950.78     67,031,461.84    

财务费用    3,673,556.67      3,674,053.83    

资产减值损失    5,477,836.65      5,426,676.65    

营业利润   22,035,091.95     -7,666,235.90    

利润总额   21,594,584.75     -8,106,743.10    

所得税费用   12,731,219.30      8,084,331.75    

净利润    8,863,365.45    -16,191,074.85    

 

除上述更正外，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变更后的《2018 年度报告摘要》与本公告同时

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公司对上述更正对广大投资者带来的

不便深表歉意！ 

 

三、备查文件  

（一）《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