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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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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7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经公司自查，发现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中部分数据存在错误，为保护投资者利益，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完整，特对原公告进
行补充更正。

一、更正事项的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以及

《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的通知》（以下统称“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
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要求，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公司在后续审查业务时发
现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中新租赁准则相关会计处理方式存在差错和疏漏， 现对相关数据进行更正补
记。

二、更正事项如下：
（一）“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之“六、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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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
润 74,331,736.88 34,486,016.26 11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301,930.58 35,364,302.53 104.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0,746,817.03 30,854,590.53 161.7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801,183,791.20 411,169,988.01 94.85

总资产 980,503,388.59 618,375,995.49 58.56

（一）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4 1.04 76.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4 1.04 76.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1.79 1.07 67.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4 10.16 增加 0.88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4 10.42 增加 0.32个百分点

更正后：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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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
润 74,018,357.16 34,486,016.26 11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988,550.86 35,364,302.53 103.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0,842,847.60 30,854,590.53 162.0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800,870,411.48 411,169,988.01 94.78

总资产 984,018,304.25 618,375,995.49 59.13

（一）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3 1.04 75.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3 1.04 75.9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1.78 1.07 66.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9 10.16 增加 0.83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9 10.42 增加 0.27个百分点

（二）“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更正如下：
更正前：
……， 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利润 8,586.63 万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110.48%； 实现利润总额

8,571.45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117.76%；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33.17 万元，与去年同
期相比上升 115.54%。

更正后：
……， 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利润 8,549.76 万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109.58%； 实现利润总额

8,534.59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116.83%；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01.84 万元，与去年同
期相比上升 114.63%。

（三）“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六、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之“（一）主营业务分析”之“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管理费用 12,561,328.62 7,480,721.00 67.92

财务费用 306,358.43 2,865,896.51 -89.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0,746,817.03 30,854,590.53 161.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7,262,142.06 -31,687,428.80 -585.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9,427,469.78 -21,749,825.07 1,384.73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管理费用同比增长 67.92%，主要系公司管理人员薪酬以及上市仪式等费
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89.31%，主要系归还借款导致利息支出减少，另银行
存款增加导致利息收入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161.70%，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585.64%，
主要系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1,384.73%，主要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管理费用 12,884,496.63 7,480,721.00 72.24

财务费用 356,872.44 2,865,896.51 -87.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0,842,847.60 30,854,590.53 162.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7,133,130.63 -31,687,428.80 -585.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9,202,427.78 -21,749,825.07 1,383.70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管理费用同比增长 72.24%，主要系公司管理人员薪酬以及上市仪式等费
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87.55%，主要系归还借款导致利息支出减少，另银行
存款增加导致利息收入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162.01%，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585.23%，
主要系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1,383.70%，主要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

（四）“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六、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之“（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之“1.资产及负债状况”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年期末数
上年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 期 期 末
金 额 较 上
年 期 末 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64,686,487.90 16.80 24,534,315.27 3.97 571.25 主要系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收到募集资金。

交易性金融
资产 161,171,999.12 16.44 - - 不适用

主要系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

应收款项 92,517,267.47 9.44 64,070,327.53 10.36 44.40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入
增长，业务规模进一步扩
大，对客户应收账款规模
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240,900.09 0.33 1,643,514.15 0.27 97.19
主要系预付推广费用、电
力、 低值易耗品款项增
加。

其他应收款 241,022.12 0.02 3,083,628.42 0.50 -92.18 主要系长沙、株洲海关押
金保证金到期。

存货 76,630,275.31 7.82 56,746,364.55 9.18 35.04

主要系 2021年上半年原
材料价格上涨，同时随着
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大，公
司相应增加了原材料的
备货。

其他非流动
资产 19,074,768.07 1.95 1,541,438.95 0.25 1137.47 主要系预付设备款增加。

短期借款 9,010,875.00 0.92 43,922,998.77 7.10 -79.48 主要系公司改善融资结
构，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41,568,697.96 4.24 19,598,139.42 3.17 112.11 主要系原材料、 设备、工
程采购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4,087,622.92 0.42 2,960,616.51 0.48 38.07 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所
致。

长期借款 2,123,238.89 0.22 8,694,587.22 1.41 -75.58 主要系公司改善融资结
构，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年期末数
上年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 期 期 末
金 额 较 上
年 期 末 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64,686,487.90 16.74 24,534,315.27 3.97 571.25 主要系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收到募集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
产 161,171,999.12 16.38 - - 不适用

主要系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

应收款项 92,517,267.47 9.40 64,070,327.53 10.36 44.40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
入增长，业务规模进一
步扩大，对客户应收账
款规模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240,900.09 0.33 1,643,514.15 0.27 97.19
主要系预付推广费用、
电力、低值易耗品款项
增加。

其他应收款 146,022.12 0.01 3,083,628.42 0.50 -95.26 主要系长沙、株洲海关
押金保证金到期。

存货 76,630,275.31 7.79 56,746,364.55 9.18 35.04

主要系 2021 年上半年
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
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
扩大，公司相应增加了
原材料的备货。

长期应收款 85,161.38 0.01 - -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租赁厂房
押金。

使用权资产 3,654,515.71 0.37 - -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新增租赁
厂房 ， 同时公 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首次
执行新租赁准则将可
在租赁期内使用租赁
资产的权利确认为使
用权资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19,074,768.07 1.94 1,541,438.95 0.25 1137.47 主要系预付设备款增

加。

短期借款 9,010,875.00 0.92 43,922,998.77 7.10 -79.48
主要系公司改善融资
结构，归还银行借款所
致。

应付账款 41,568,697.96 4.22 19,598,139.42 3.17 112.11 主要系原材料、 设备、
工程采购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4,087,622.92 0.42 2,960,616.51 0.48 38.07 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
所致。

长期借款 2,123,238.89 0.22 8,694,587.22 1.41 -75.58
主要系公司改善融资
结构，归还银行借款所
致。

租赁负债 2,262,877.62 0.23 - -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新增租赁
厂房 ， 同时公 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首次
执行新租赁准则将可
在租赁期内使用租赁
资产的义务确认为租
赁负债所致。

（五）“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资产负债表”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2021年 6月 30日 2020年 12月 31日
其他应收款 241,022.12 3,083,628.42
流动资产合计 555,041,793.04 234,508,842.35
长期应收款 - -
在建工程 38,053,770.63 38,530,937.18
使用权资产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6,338,739.93 6,512,099.27
非流动资产合计 425,461,595.55 383,867,153.14
资产总计 980,503,388.59 618,375,995.49
应交税费 5,334,480.65 4,846,338.9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442,030.55 15,859,743.66
流动负债合计 130,728,207.60 152,140,489.60
租赁负债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48,591,389.79 55,065,517.88
负债合计 179,319,597.39 207,206,007.48
未分配利润 204,329,984.31 179,507,247.4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
计 801,183,791.20 411,169,988.0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总计 980,503,388.59 618,375,995.49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2021年 6月 30日 2020年 12月 31日
其他应收款 146,022.12 3,083,628.42
流动资产合计 554,946,793.04 234,508,842.35
长期应收款 85,161.38 -
在建工程 37,924,759.20 38,530,937.18
使用权资产 3,654,515.71 -
递延所得税资产 6,337,989.93 6,512,099.27
非流动资产合计 429,071,511.21 383,867,153.14
资产总计 984,018,304.25 618,375,995.49
应交税费 5,278,428.35 4,846,338.9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6,063,500.61 15,859,743.66
流动负债合计 132,293,625.36 152,140,489.60
租赁负债 2,262,877.62 -
非流动负债合计 50,854,267.41 55,065,517.88
负债合计 183,147,892.77 207,206,007.48
未分配利润 204,016,604.59 179,507,247.43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
计 800,870,411.48 411,169,988.0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总计 984,018,304.25 618,375,995.49

（六）“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利润表”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2021年半年度 2020年半年度
管理费用 12,561,328.62 7,480,721.00
财务费用 306,358.43 2,865,896.51
其中：利息费用 1,191,492.41 2,836,944.99
利息收入 -810,378.42 48,542.83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274,814.83 -1,145,169.67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85,866,293.55 40,795,625.16

三、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85,714,542.97 39,361,282.85

减：所得税费用 11,382,806.09 4,875,266.59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74,331,736.88 34,486,016.26

六、综合收益总额 74,331,736.88 34,486,016.26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4 1.04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4 1.04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2021年半年度 2020年半年度
管理费用 12,884,496.63 7,480,721.00
财务费用 356,872.44 2,865,896.51
其中：利息费用 1,243,138.73 2,836,944.99
利息收入 -811,510.73 48,542.83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269,814.83 -1,145,169.67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85,497,611.53 40,795,625.16

三、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85,345,860.95 39,361,282.85

减：所得税费用 11,327,503.79 4,875,266.59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74,018,357.16 34,486,016.26

六、综合收益总额 74,018,357.16 34,486,016.26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3 1.04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3 1.04

（七）“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现金流量表”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2021年半年度 2020年半年度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4,369,079.90 6,089,021.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5,313,318.00 85,895,859.8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19,054,586.57 9,715,931.8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9,811,322.14 7,607,740.8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4,566,500.97 55,041,269.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0,746,817.03 30,854,590.5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7,788,058.73 31,706,724.28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7,788,058.73 31,706,724.2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7,262,142.06 -31,687,428.8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1,233,705.66 3,603,698.1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7,767,383.28 52,149,825.0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9,427,469.78 -21,749,825.07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2021年半年度 2020年半年度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4,374,079.90 6,089,021.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5,318,318.00 85,895,859.8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19,048,632.19 9,715,931.8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入 9,726,245.95 7,607,740.8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4,475,470.40 55,041,269.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0,842,847.60 30,854,590.5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7,659,047.30 31,706,724.28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7,659,047.30 31,706,724.2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7,133,130.63 -31,687,428.8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1,458,747.66 3,603,698.1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7,992,425.28 52,149,825.0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9,202,427.78 -21,749,825.07

（八）“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号
填列） 24,822,736.88 390,013,803.19

（一）综合收益总额 74,331,736.88 74,331,736.88

四、本期期末余额 204,329,984.31 801,183,791.20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号
填列） 24,509,357.16 389,700,423.47

（一）综合收益总额 74,018,357.16 74,018,357.16

四、本期期末余额 204,016,604.59 800,870,411.48

（九）“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28.使用权资产”更正如下：
更正前：
28.使用权资产
□适用√不适用
更正后：
28.使用权资产
√适用□不适用
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应用准则进行简化处理的短期

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 使用权资产，是指承租人可在租赁期内使用租赁资产的权利。 租赁期开
始日，是指出租人提供租赁资产使其可供承租人使用的起始日期。使用权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
计量。 该成本包括： 1.租赁负债的初始计量金额； 2.在租赁期开始日或之前支付的租赁付款额，存在
租赁激励的，扣除已享受的租赁激励相关金额； 3.承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 4.承租人为拆卸及移
除租赁资产、复原租赁资产所在场地或将租赁资产恢复至租赁条款约定状态预计将发生的成本。前述
成本属于为生产存货而发生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 承租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13号———或有事项》对本条第 4项所述成本进行确认和计量。 租赁激励，是指出租人为达成租赁
向承租人提供的优惠，包括出租人向承租人支付的与租赁有关的款项、出租人为承租人偿付或承担的
成本等。初始直接费用，是指为达成租赁所发生的增量成本。增量成本是指若企业不取得该租赁，则不
会发生的成本。承租人应当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有关折旧规定，对使用权资产计
提折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
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
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承租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确
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十）“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34.租赁负债”更正如下：
更正前：
34.租赁负债
□适用√不适用
更正后：
34.租赁负债
√适用□不适用
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应用准则进行简化处理的短期

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租赁期开始日，是指出租人提供租赁资产使其可供承租人使用的起始日
期。 租赁负债应当按照租赁期开始日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进行初始计量。 租赁付款额，是指
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的与在租赁期内使用租赁资产的权利相关的款项，包括： 1.固定付款额及实质
固定付款额，存在租赁激励的，扣除租赁激励相关金额； 2.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可变租赁付款额，该
款项在初始计量时根据租赁期开始日的指数或比率确定； 3.购买选择权的行权价格，前提是承租人
合理确定将行使该选择权； 4.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需支付的款项，前提是租赁期反映出承租人将行
使终止租赁选择权； 5. 根据承租人提供的担保余值预计应支付的款项。 在计算租赁付款额的现值
时，承租人应当采用租赁内含利率作为折现率；无法确定租赁内含利率的，应当采用承租人增量借款
利率作为折现率。租赁内含利率，是指使出租人的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等于租
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的利率。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是指承租人在类似经济
环境下为获得与使用权资产价值接近的资产，在类似期间以类似抵押条件借入资金须支付的利率。

（十一）“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2.租赁”更正如下：
更正前：
（1）经营租赁的会计处理方法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为承租人时……。
（2）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方法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为承租人时……。
（3）新租赁准则下租赁的确定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
□适用√不适用
更正后：
（1）经营租赁的会计处理方法
□适用√不适用
（2）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方法
□适用√不适用
（3）新租赁准则下租赁的确定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
√适用□不适用
①经营租赁的会计处理方法
本公司作为出租人的，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采用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将经营租赁的

租赁收款额确认为租金收入。将发生的与经营租赁有关的初始直接费用进行资本化，在租赁期内按照
与租金收入确认相同的基础进行分摊，分期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经营租赁资产中的固定资产，本公
司采用类似资产的折旧政策计提折旧；对于其他经营租赁资产，根据该资产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采
用系统合理的方法进行摊销。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的规定，确定经营租
赁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②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方法
1.承租人本公司为承租人时，在租赁期开始日，除选择采用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

赁外，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在租赁期开始日后，本公司采用成本模式对使用权资产进
行后续计量。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 —固定资产》有关折旧规定，对使用权资产计提折旧。承租
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
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 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
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确定使用权资产是
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本公司按照固定的周期性利率计算租赁负债在租
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等其他准则
规定应当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从其规定。 本公司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选择不确认使用
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将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的租赁付款额，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
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2.出租人本公司作为出租人的，在租赁期开始日，对融资租赁确认应收融资租赁款，并终止确认
融资租赁资产，并按照固定的周期性利率计算并确认租赁期内各个期间的利息收入。

（十二）“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
变更”之“（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更正如下：

更正前：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适用√不适用
更正后：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适用□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
金额)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

财务部经理编制《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方案》，提交变更申请。 财务部负
责人审核会计政策变更是否满足《企
业会计准则》要求、变更影响数的确定
是否恰当等，审核后签字确认。经总经
理审核确认后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

其他说明：
公司自 2021年 1 月 1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相关规定，公

司 2021 年 1 月 1 日对所有租赁（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并分别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企业对 2021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租赁，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十三）“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8.其他应收款”更正如下：
更正前：
项目列示：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其他应收款 241,022.12 3,083,628.42

合计 241,022.12 3,083,628.42

其他应收款
（1）按账龄披露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账龄 期末账面余额

1年以内小计 231,581.18

坏账准备 -22,259.06

合计 241,022.12

（2）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保证金押金 238,010.68 3,073,810.23

坏账准备 -22,259.06 -20,181.81

合计 241,022.12 3,083,628.42

（3）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坏账准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合计
未来 12个月预期信用
损失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
损失 (未发生信用减
值)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
损失 (已发生信用减
值)

本期计提 2,077.25 2,077.25

本期转回

2021 年 6 月 30 日余
额 22,259.06 22,259.06

（4）坏账准备的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类别 期初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收回或转回 转销或核销 其他变动

按信用风险组
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20,181.81 2,077.25 22,259.06

合计 20,181.81 2,077.25 0.00 0.00 0.00 22,259.06

（6）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
末余额合计数的
比例(%)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湖南神通光电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押金保证金 100,000.00 1年以内 41.49 5,000

苏州艾尔格斯化
工有限公司 押金保证金 50,000.00 1年以内 20.74 2,500

柯海冰/华南办事
处 押金保证金 22,400.00 1年以内 9.29 1,120

株洲百作物业有
限公司 押金保证金 20,000.00 1至 2年 8.30 4,000

李宛燕 其他往来款及备
用金 11,000.00 1年以内 4.56 550.00

合计 / 203,400.00 / 84.38 13,170.00

更正后：
项目列示：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其他应收款 146,022.12 3,083,628.42

合计 146,022.12 3,083,628.42

其他应收款
（1）按账龄披露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账龄 期末账面余额

1年以内小计 131,581.18

坏账准备 -17,259.06

合计 146,022.12

（2）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保证金押金 138,010.68 3,073,810.23

坏账准备 -17,259.06 -20,181.81

合计 146,022.12 3,083,628.42

（3）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坏账准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合计
未来 12个月预期信用
损失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
损失 (未发生信用减
值)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
损失 (已发生信用减
值)

本期计提

本期转回 -2,922.75 -2,922.75

2021 年 6 月 30 日余
额 17,259.06 17,259.06

（4）坏账准备的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类别 期初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收回或转回 转销或核销 其他变动

按信用风险组
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20,181.81 -2,922.75 17,259.06

合计 20,181.81 0.00 -2,922.75 0.00 0.00 17,259.06

（6）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
末余额合计数的
比例(%)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苏州艾尔格斯化
工有限公司 押金保证金 50,000.00 1年以内 34.24 2,500.00

柯海冰/华南办事
处 押金保证金 22,400.00 1年以内 15.34 1,120.00

株洲百作物业有
限公司 押金保证金 20,000.00 1至 2年 13.70 4,000.00

李宛燕 其他往来款及备
用金 11,000.00 1年以内 7.53 550.00

林永行 押金保证金 7,248.80 1年以内 4.96 362.44

合计 / 110,648.80 / 75.77 8,532.44

（十四）“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16.长期应收款”更正如下：
更正前：
（1）长期应收款情况
□适用√不适用
更正后：
（1）长期应收款情况
√适用□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折现率区间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押金 85,161.38 85,161.38

合计 85,161.38 85,161.38

（十五）“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22.在建工程”更正如下：
更正前：
项目列示：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在建工程 38,053,770.63 38,530,937.18

合计 38,053,770.63 38,530,937.18

在建工程
（1）在建工程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基础建设工程 27,242,836.21 27,242,836.21 2,291,717.88 2,291,717.88

合计 38,053,770.63 38,053,770.63 38,530,937.18 38,530,937.18

（2）重要在建工程本期变动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名
称

预算数 期初
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转入固

定资产金额

本
期
其
他
减
少
金
额

期末
余额

工 程
累 计
投 入
占 预
算 比
例(%

工
程
进
度

利
息
资
本
化
累
计
金
额

其
中 ：
本期
利息
资本
化金
额

本
期
利
息
资
本
化
率
(%)

资
金
来
源

基
础
建
设
工
程

150,025,000.0
0 2,291,717.88 24,951,118.33 27,242,836.21 18.16

持
续
投
入
阶
段

自
有
资
金
及
募
集
资
金

合
计

161,905,427.8
0

38,530,937.1
8 44,874,663.00 45,351,829.5

5 38,053,770.63 / / / /

更正后：
项目列示：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在建工程 37,924,759.20 38,530,937.18

合计 37,924,759.20 38,530,937.18

在建工程
（1）在建工程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基础建设
工程 27,113,824.78 27,113,824.78 2,291,717.88 2,291,717.88

合计 37,924,759.20 37,924,759.20 38,530,937.18 38,530,937.18

（2）重要在建工程本期变动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名
称

预算数 期初
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转入固

定资产金额

本
期
其
他
减
少
金
额

期末
余额

工 程
累 计
投 入
占 预
算 比
例(%

工
程
进
度

利
息
资
本
化
累
计
金
额

其
中 ：
本期
利息
资本
化金
额

本
期
利
息
资
本
化
率
(%)

资
金
来
源

基
础
建
设
工
程

150,025,000.0
0 2,291,717.88 24,822,106.90 27,113,824.78 18.07

持
续
投
入
阶
段

自
有
资
金
及
募
集
资
金

合
计

161,905,427.8
0

38,530,937.1
8 44,745,651.57 45,351,829.5

5 37,924,759.20 / / / /

（十六）“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25.使用权资产”更正如下：
更正前：
25、使用权资产
□适用√不适用
更正后：
25、使用权资产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房屋及建筑物 合计
一、账面原值 3,967,759.91 3,967,759.91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3,967,759.91 3,967,759.91

3.本期减少金额

4.期末余额 3,967,759.91 3,967,759.91
二、累计折旧 313,244.20 313,244.20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313,244.20 313,244.20
(1)计提 313,244.20 313,244.20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

4.期末余额 313,244.20 313,244.20
三、减值准备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

4.期末余额
四、账面价值 3,654,515.71 3,654,515.71
1.期末账面价值 3,654,515.71 3,654,515.71
2.期初账面价值

（十七）“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30.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
债”更正如下：

更正前：
（1）未经抵消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
资产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

资产

资产减值准备 13,584,723.20 2,037,708.48 11,976,013.67 1,796,402.05

合计 42,258,266.17 6,338,739.93 43,413,995.22 6,512,099.27

更正后：
（1）未经抵消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
资产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

资产

资产减值准备 13,579,723.20 2,036,958.48 11,976,013.67 1,796,402.05

合计 42,253,266.17 6,337,989.93 43,413,995.22 6,512,099.27

（十八）“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40.应交税费”更正如下：
更正前：
40.应交税费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企业所得税 3,568,205.68 2,631,427.58

合计 5,334,480.65 4,846,338.95

更正后：
40.应交税费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企业所得税 3,512,153.38 2,631,427.58

合计 5,278,428.35 4,846,338.95

（十九）“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43.1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更正
如下：

更正前：
43.1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1年内到期的租赁负债

合计 14,442,030.55 15,859,743.66

（下转 D24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