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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56� � � �证券简称：*ST博元 公告编号：临2015-069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年报及年报摘要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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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发布了《公司2014年年报及年报摘要》。 经校验， 发现公司2014年年报摘要中

“1.2�公司简介” 和“2.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有错误，另外补充披露“2.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

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

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 、“4.2报告期内发

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4.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现予以更正，具体如下：

更正前：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博元 600656

浙江凤凰、 华源制药、

*ST�源药、ST方源、ST�

博元、*ST博元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进

电话 0756-2660313

传真 0756-2660878

电子信箱 sh6006566@163.com

更正后：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博元 600656

浙江凤凰、 华源制药、

*ST�源药、ST方源、ST�

博元、博元投资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何进

电话 0756-2660313

传真 0756-2660878

电子信箱 sh6006566@163.com

更正前：

2.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期末比上

年同期末增

减（%）

2012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24,465,228.34 306,297,945.18 607,255,277.94 -59.36 195,002,922.42 592,326,72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81,614,105.87 -285,760,899.46 76,491,398.13 473.59 -330,414,515.49 64,369,115.52

2014年

2013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2012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6,389,888.65 124,361,463.30 124,361,463.30 -13,738,602.64 -13,738,602.64

营业收入 48,662,589.16 155,443,283.40 253,509,950.05 -68.69 163,694,937.84 191,224,85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8,853,206.41 16,963,727.89 12,122,282.61 -682.73 14,468,801.66 18,241,78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8,035,275.94 3,138,284.43 -1,394,424.34 -3,223.85 1,123,711.50 4,896,693.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5193 0.0891 0.0637 682.82 0.0760 0.095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5193 0.0891 0.0637 682.82 0.0760 0.0958

更正后：

2.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期末比上

年同期末增

减（%）

2012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24,465,228.34 306,297,945.18 607,255,277.94 -59.36 195,002,922.42 592,326,72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81,614,105.87 -285,760,899.46 76,491,398.13 -330,414,515.49 64,369,115.52

2014年

2013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2012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6,389,888.65 124,361,463.30 124,361,463.30 -137.30 -13,738,602.64 -13,738,602.64

营业收入 48,662,589.16 155,443,283.40 253,509,950.05 -68.69 163,694,937.84 191,224,85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8,853,206.41 16,963,727.89 12,122,282.61 -682.73 14,468,801.66 18,241,78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8,035,275.94 3,447,020.94 -1,394,424.34 -2,944.06 1,123,711.50 4,896,693.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7.21 33.02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5193 0.0891 0.0637 -682.83 0.0760 0.095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5193 0.0891 0.0637 -682.83 0.0760 0.0958

补充：2.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补充：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利润大幅减少的原因主要是：⑴因对子公司江苏金泰天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失

去控制权，因此不再将此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改为权益法核算，并计提资产减值损失2,

309.32万元；⑵因参股公司江苏中信安泰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减值导致计提了

3,590.42万元的投资损失。

（2）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2014年3月5日，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A股方案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14年3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

2014-017"号公告。 公司于2014年6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

号:粤证调查通字14067号）。 公司于2015年9月24日，召开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方案的议案》。 2014年12月22日，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书面通知，称其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资

产收购事项，拟现金购买资产。 公司于2015年3月19日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发布了《珠海市

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控股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 上述事项尚未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4年6月18日，本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粤证调查通

字 14067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临：2014-033）公司于2014年12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

局《关于对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2014]38�号。

（临：2014-063）公司于2015年3月2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稽查局《关于通报博元投资涉嫌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移送公安机关有关情况的函》。 公司于2015年3月31日起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目前正全力配合有关机构的工作。 暂未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

和经营计划。

补充前：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

及其影响。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

及其影响。

补充后：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

及其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影响报表项目的名称和金额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2014年修

订）》及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

长期股权投资-1,650,000.00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2014年修

订）》及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1,650,000.00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

及其影响。

见公司2014年度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

补充：4.4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

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及的事项是存在的，公司重视相关事

项对公司产生的不良影响。

公司与深圳市飞来福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了大宗商品贸易协议，并向其支付了相关预

付款，上述事项记载于公司账册。 公司对华矿商贸（天津）有限公司、深圳前海中金阿尔法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 深圳前海中金国融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投资1,300.00万元、

3,000.00万、3,000.00万，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上述出资均有银行转账

凭证作为依据，并办理了相关的工商变更手续。

因公司经营管理层换届，江苏金泰天创汽车销售公司经营层拒绝继续配合本届经营管

理层进行管理和审计工作，因而公司丧失控制权，将其转为权益法核算。

2011-2014年度公司购买的应收票据，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应收票据已全部背书转

让，公司于2014年12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关于对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2014]38号）后，曾持公司留存的复印件凭证到出票

银行进行票据查询，但银行均表示因银行程序限制，无法接受公司对票据情况的查询。

2015年度为消除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确定影响的不利因素，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将会

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本届董事会将会配合相关部门对《关于通报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被中国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的函》 所公告事项的后续调查；

二是完善公司管理制度，积极处理历史遗留的问题，纠正因制度不完善对公司经营的不利

影响；三是继续推进资产重组，整合有效资源，培养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本次增资控股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目前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在推进当中。

公司现已对《公司2014年年报及年报摘要》的错误部分进行更正，并在本更正公告发

布的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公司2014年年报及年报摘要》

（修订版）。 敬请投资者参阅！

公司对更正公司2014年年报及年报摘要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由此给投资者

带来的不便，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600656� � � �证券简称：*ST博元 公告编号：临2015-070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第一季度季报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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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发布了《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季报》。 经校验，发现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季报中

“一、重要提示1.4” 、“2.1主要财务数据” 、“4.1财务报表-合并资产负债表” 、“4.1财务报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4.1财务报表-合并利润表”有错误。另外补充披露“3.1公司主要会

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现予以更正，具体如下：

更正前：

1.4�公司负责人许佳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李红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更正后：

1.4公司负责人许佳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李红无法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更正前：

2.1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34,922,931.99 639,848,027.32 -7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87,819,817.67 76,709,873.36 -619.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285.48 -114,266,360.98 99.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6,504,899.62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205,711.80 218,475.23 -2,94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543,654.16 585,917.53 -1,04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29 减少100.0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307 0.0010 -3,17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307 0.0010 -3,170.00

更正后：

2.1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25,922,931.99 124,465,228.34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87,819,817.67 -381,614,105.8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285.48 -114,266,360.9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6,504,899.62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205,711.80 218,475.23 -2,94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703,042.46 585,917.53 -1,073.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33 0.001 -3,40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33 0.001 -3,400.00

更正前：

4.1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3,858.33 44,757.33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0,593,338.14 10,593,338.14

预付款项 7,700.0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5,687,495.59 5,209,430.1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627,955.61 3,627,955.61

流动资产合计 29,932,647.67 19,483,181.27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4,650,000.00 44,65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59,412,834.77 59,412,834.77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6,801.21 35,878.97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7,315.0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883,333.33 883,333.33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4,990,284.32 104,982,047.07

资产总计 134,922,931.99 124,465,228.3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86,318,972.50 186,318,972.5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346,090.00 346,090.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3,449,319.12 3,335,696.50

应交税费 6,991,706.36 6,958,477.20

应付利息 226,659,324.14 226,659,324.14

应付股利 1,682,830.00 1,682,830.00

其他应付款 89,273,430.87 72,583,434.59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514,721,672.99 497,884,824.9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3,209,018.31 3,209,018.31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209,018.31 3,209,018.31

负债合计 517,930,691.30 501,093,843.24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90,343,678.00 190,343,678.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95,931,207.26 195,931,207.2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6,339,144.24 6,339,144.24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780,433,847.17 -774,228,135.3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87,819,817.67 -381,614,105.87

少数股东权益 4,812,058.36 4,985,490.97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3,007,759.31 -376,628,614.9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4,922,931.99 124,465,228.34

更正后：

4.1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3,858.33 44,757.33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0,593,338.14 10,593,338.14

预付款项 7,700.0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6,687,495.59 5,209,430.1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627,955.61 3,627,955.61

流动资产合计 20,932,647.67 19,483,181.27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4,650,000.00 44,65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59,412,834.77 59,412,834.77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6,801.21 35,878.97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7,315.0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883,333.33 883,333.33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4,990,284.32 104,982,047.07

资产总计 125,922,931.99 124,465,228.3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86,318,972.50 186,318,972.5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346,090.00 346,090.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3,449,319.12 3,335,696.50

应交税费 6,991,706.36 6,958,477.20

应付利息 226,659,324.14 226,659,324.14

应付股利 1,682,830.00 1,682,830.00

其他应付款 80,273,430.87 72,583,434.59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505,721,672.99 497,884,824.9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3,209,018.31 3,209,018.31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209,018.31 3,209,018.31

负债合计 508,930,691.30 501,093,843.24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90,343,678.00 190,343,678.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95,931,207.26 195,931,207.2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6,339,144.24 6,339,144.24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780,433,847.17 -774,228,135.3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87,819,817.67 -381,614,105.87

少数股东权益 4,812,058.36 4,985,490.97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3,007,759.31 -376,628,614.9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25,922,931.99 124,465,228.34

更正前：

4.1财务报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4,335.53 15,389.1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0,593,338.14 10,593,338.14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83,389,671.17 83,268,838.38

存货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627,955.61 3,627,955.61

流动资产合计 97,625,300.45 97,505,521.26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1,650,000.00 31,65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61,413,044.53 61,413,044.53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2,964.92 35,878.97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883,333.33 883,333.33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93,979,342.78 93,982,256.83

资产总计 191,604,643.23 191,487,778.0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86,318,972.50 186,318,972.5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346,090.00 346,090.00

应付职工薪酬 3,296,570.81 3,291,470.81

应交税费 5,836,566.08 5,851,147.08

应付利息 226,659,324.14 226,659,324.14

应付股利 1,682,830.00 1,682,830.00

其他应付款 125,635,631.67 119,700,616.87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549,775,985.20 543,850,451.4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3,209,018.31 3,209,018.31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209,018.31 3,209,018.31

负债合计 552,985,003.51 547,059,469.71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90,343,678.00 190,343,678.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14,993,907.87 214,993,907.8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6,339,144.24 6,339,144.24

未分配利润 -773,057,090.39 -767,248,421.73

所有者权益合计 -361,380,360.28 -355,571,691.6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91,604,643.23 191,487,778.09

更正后：

4.1财务报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4,335.53 15,389.1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0,593,338.14 10,593,338.14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83,389,671.17 83,268,838.38

存货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627,955.61 3,627,955.61

流动资产合计 97,625,300.45 97,505,521.26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1,650,000.00 31,650,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61,413,044.53 61,413,044.53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2,964.92 35,878.97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883,333.33 883,333.33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93,979,342.78 93,982,256.83

资产总计 191,604,643.23 191,487,778.0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86,318,972.50 186,318,972.5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346,090.00 346,090.00

应付职工薪酬 3,296,570.81 3,291,470.81

应交税费 5,836,566.08 5,851,147.08

应付利息 226,659,324.14 226,659,324.14

应付股利 1,682,830.00 1,682,830.00

其他应付款 115,403,347.75 109,468,332.95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539,543,701.28 533,618,167.4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3,209,018.31 3,209,018.31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209,018.31 3,209,018.31

负债合计 542,752,719.59 536,827,185.79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90,343,678.00 190,343,678.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25,226,191.79 225,226,191.79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6,339,144.24 6,339,144.24

未分配利润 -773,057,090.39 -767,248,421.73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1,148,076.36 -345,339,407.7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91,604,643.23 191,487,778.09

更正前：

4.1财务报表

合并利润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26,504,899.62

其中：营业收入 26,504,899.62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5,890,984.10 26,464,432.00

其中：营业成本 20,132,908.68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4,198.23

销售费用 578,002.27

管理费用 2,033,025.34 1,306,028.26

财务费用 3,857,958.76 4,443,294.56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890,984.10 40,467.62

加：营业外收入 142,27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502,669.34 440,00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393,653.44 -257,262.38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393,653.44 -257,262.3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205,711.80 218,475.23

少数股东损益 -187,941.64 -475,737.61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7 0.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7 0.001

更正后：

4.1财务报表

合并利润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26,504,899.62

其中：营业收入 26,504,899.62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5,890,984.10 26,464,432.00

其中：营业成本 20,132,908.68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4,198.23

销售费用 578,002.27

管理费用 2,033,025.34 1,306,028.26

财务费用 3,857,958.76 4,443,294.56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890,984.10 40,467.62

加：营业外收入 142,27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502,669.34 440,00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393,653.44 -257,262.38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393,653.44 -257,262.3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205,711.80 218,475.23

少数股东损益 -187,941.64 -475,737.61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 0.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 0.001

补充：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期数（1-3月） 上期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0 26,504,899.62 -100%

上年同期主要系子公

司金泰天创销售收入，

本期该子公司已不在

合并范围内

营业成本 0 20,132,908.68 -100%

上年同期数为子公司

销售收入对应成本，本

期已不在合并范围内

销售费用 0 578,002.27 -100%

上年同期数为子公司

销售收入对应费用，本

期已不在合并范围内

管理费用 2,033,025.34 1,306,028.26 55.66%

主要系母公司租金费

用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0 142,270.00 -100%

上期主要为子公司政

府补助，本期已不在合

并范围内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0 24,509,832.28 -100%

上年同期主要系子公

司金泰天创销售业务

收到的现金，本期该子

公司已不在合并范围

内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806,766.21 43,046,794.42 -95.80%

上年母公司收回部分

借款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369,506.08 827,810.35 -55.36%

上期数包含子公司金

泰天创，本期已不在合

并范围

支付的各项税费 411.12 1,721,338.04 -99.98%

上期数主要为子公司

销售业务所交税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444,134.49 162,371,335.32 -99.11%

上期数主要系支付购

买银行汇票金额，本期

无该业务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0 9,800,000.00 -100%

上期数主要系子公司

取得银行借款金额，本

期已不在合并范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0 10,223,200.00 -100%

上期数主要系子公司

归还借款金额，本期已

不在合并范围

公司现已对《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季报》的错误部分进行更正，并在本更正公告发布

的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季报》（修

订版）。 敬请投资者参阅！

公司对更正2015年第一季度季报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

不便，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