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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5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经

事后核查发现，因工作人员经验不足，导致公司本次披露的半年度报告中出现

重分类错误，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四、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

更正前：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60,238,517.37 531,493,352.00 -1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126,169.51 26,503,397.96 -5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7,950,591.49 23,703,879.91 -66.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8,169,488.85 -37,815,160.10 253.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2 -5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2 -5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 3.06% -1.8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05,469,128.36 1,638,346,537.15 -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08,879,519.70 904,491,253.69 0.49%

更正后：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60,238,517.37 531,493,352.00 -1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126,169.51 26,503,397.96 -5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7,950,591.49 23,703,879.91 -66.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9,045,488.85 -37,815,160.10 176.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2 -5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2 -5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 3.06% -1.8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05,469,128.36 1,638,346,537.15 -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08,879,519.70 904,491,253.69 0.49%

注：由于资产负债表中的流动负债科目重分类错误，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的调整。

二、“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二、主营业务分析2、主要财务数据同比

变动情况” 。

更正前：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60,238,517.37 531,493,352.00 -13.41%

营业成本 371,222,703.94 416,000,159.25 -10.76%

销售费用 6,503,899.57 7,003,009.37 -7.13%

管理费用 28,221,333.94 28,149,469.51 0.26%

财务费用 6,653,657.15 389,240.98 1,609.39%

主要系报告期内

短期借款增加所

致。

所得税费用 -9,769,114.83 -7,874,567.52 24.06%

研发投入 48,514,025.04 57,319,139.20 -15.3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1,511,924.02 -37,815,160.10 368.44%

主要系报告期内

结算到期的商品

采购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5,986,691.67 -68,778,406.58 -39.56%

主要系报告期内

增加对铁大科技

投资及购买理财

产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527,555.37 32,833,580.53 -132.06%

主要系报告期内

支付限制性股票

回购和现金股利

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4,682,868.94 -73,959,063.10 93.67%

主要系报告期内

结算到期的商品

采购款减少并短

期借款增加所致。

更正后：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60,238,517.37 531,493,352.00 -13.41%

营业成本 371,222,703.94 416,000,159.25 -10.76%

销售费用 6,503,899.57 7,003,009.37 -7.13%

管理费用 28,221,333.94 28,149,469.51 0.26%

财务费用 6,653,657.15 389,240.98 1,609.39%

主要系报告期内

短期借款增加所

致。

所得税费用 -9,769,114.83 -7,874,567.52 24.06%

研发投入 48,514,025.04 57,319,139.20 -15.3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9,045,488.85 -37,815,160.10 176.81%

主要系报告期内

结算到期的商品

采购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5,986,691.67 -68,778,406.58 -39.56%

主要系报告期内

增加对铁大科技

投资及购买理财

产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596,444.63 32,833,580.53 -43.36%

主要系报告期内

支付限制性股票

回购和现金股利

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48,025,304.11 -73,959,063.10 35.07%

主要系报告期内

结算到期的商品

采购款减少并短

期借款增加所致。

注：由于资产负债表中的流动负债科目重分类错误，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的调整。

三、“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四、资产、负债状况分析1、资产构成重

大变动情况。

更正前：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末

比重

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

产比例

金额

占总资

产比例

货币资金 138,637,809.57 9.21% 144,034,961.72

10.33

%

-1.

12%

无重大变化

应收账款 217,282,725.54 14.43% 224,388,530.61

16.09

%

-1.

66%

无重大变化

存货 235,478,069.65 15.64% 259,915,025.77 18.63%

-2.

99%

无重大变化

投资性房

地产

22,344,761.55 1.48% 0 0 1.48% 无重大变化

长期股权

投资

178,267,122.30 11.84% 39,579,322.95 2.84% 9.00%

主要系报告期内

增加对铁大科技

投资所致。

固定资产 318,330,182.51 21.14% 310,902,289.77 22.29%

-1.

15%

无重大变化

在建工程 8,114,571.14 0.54% 3,921,872.74 0.28% 0.26% 无重大变化

短期借款 254,999,999.86 16.94% 117,000,000.00 8.39% 8.55%

主要系报告期内

新增短期银行贷

款所致。

其他应付

款

8,988,723.98 0.60% 70,261,530.38 4.29%

-3.

69%

主要系报告期内

限制性股票解禁

及回购所致。

长期借款 0 0.00% 1,681,364.95 0.12%

-0.

12%

无重大变化

更正后：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末

比重

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

产比例

金额

占总资

产比例

货币资金 138,637,809.57 9.21% 144,034,961.72 10.33% -1.12% 无重大变化

应收账款 217,282,725.54 14.43% 224,388,530.61 16.09% -1.66% 无重大变化

存货 235,478,069.65 15.64% 259,915,025.77 18.63% -2.99% 无重大变化

投资性房

地产

22,344,761.55 1.48% 0 0 1.48% 无重大变化

长期股权

投资

178,267,122.30 11.84% 39,579,322.95 2.84% 9.00%

主要系报告期内

增加对铁大科技

投资所致。

固定资产 318,330,182.51 21.14% 310,902,289.77 22.29% -1.15% 无重大变化

在建工程 8,114,571.14 0.54% 3,921,872.74 0.28% 0.26% 无重大变化

短期借款 284,561,999.86 18.90% 117,000,000.00 8.39% 10.51%

主要系报告期内

新增短期银行贷

款及所致。

其他应付

款

9,426,723.98 0.63% 70,261,530.38 4.29% -3.66%

主要系报告期内

限制性股票解禁

及回购所致。

长期借款 0 0.00% 1,681,364.95 0.12% -0.12% 无重大变化

四、“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四、资产、负债状况分析3、截至报告期

末的资产权利受限情况” 。

更正前：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应收票据 91,432,665.19 用于质押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其他货币资金 54,395,302.25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合计 145,827,967.44 --

更正后：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应收票据 91,432,665.19 用于质押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其他货币资金 54,394,005.04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合计 145,826,670.23 --

五、“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二、财务报表1、合并资产负债表” 。

更正前：

项目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38,637,809.57 154,246,823.15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4,120,000.00 150,000,000.00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03,917,729.85 190,648,209.77

应收账款 217,282,725.54 298,628,037.08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26,240,174.26 42,546,255.47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6,946,099.91 5,708,802.94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35,478,069.65 234,865,375.01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其他流动资产 21,295,207.06 26,033,593.26

流动资产合计 873,917,815.84 1,102,677,096.68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78,267,122.30 127,216,611.0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22,344,761.55 12,927,683.38

固定资产 318,330,182.51 323,240,674.92

在建工程 8,114,571.14 6,558,142.54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42,180,287.39 42,232,033.5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7,915,552.03 7,705,045.63

其他非流动资产 54,419,304.39 15,789,249.41

非流动资产合计 631,571,781.31 535,669,440.47

资产总计 1,505,489,597.15 1,638,346,537.1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54,999,999.86 191,999,999.86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50,915,870.56 120,584,682.43

应付账款 124,644,460.60 256,529,364.71

预收款项 3,576,327.43

合同负债 7,928,386.4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6,364,748.93 19,732,487.73

应交税费 3,442,637.96 40,463,155.03

其他应付款 8,988,723.98 70,261,530.38

其中：应付利息 253,574.69 253,574.69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1,842,019.63 2,480,248.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569,126,847.97 705,627,795.57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573,235.41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25,766,236.74 26,728,329.9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5,766,236.74 27,301,565.31

负债合计 594,893,084.71 732,929,360.88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22,826,368.00 225,064,704.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22,046,931.34 452,065,679.56

减：库存股 3,408,204.80 62,715,074.14

其他综合收益 -168,985.70 -141,002.68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9,389,510.61 37,906,102.9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28,193,900.25 252,310,844.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908,879,519.70 904,491,253.69

少数股东权益 1,716,992.74 925,922.58

所有者权益合计 910,596,512.44 905,417,176.2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505,489,597.15 1,638,346,537.15

更正后：

项目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38,637,809.57 154,246,823.15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4,120,000.00 150,000,000.00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03,917,729.85 190,648,209.77

应收账款 217,282,725.54 298,628,037.08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26,240,174.26 42,546,255.47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6,946,099.91 5,708,802.94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35,478,069.65 234,865,375.01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其他流动资产 21,295,207.06 26,033,593.26

流动资产合计 873,917,815.84 1,102,677,096.68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78,267,122.30 127,216,611.0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22,344,761.55 12,927,683.38

固定资产 318,330,182.51 323,240,674.92

在建工程 8,114,571.14 6,558,142.54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42,180,287.39 42,232,033.5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7,915,552.03 7,705,045.63

其他非流动资产 54,419,304.39 15,789,249.41

非流动资产合计 631,571,781.31 535,669,440.47

资产总计 1,505,489,597.15 1,638,346,537.1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84,561,999.86 191,999,999.86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20,915,870.56 120,584,682.43

应付账款 124,644,460.60 256,529,364.71

预收款项 3,576,327.43

合同负债 7,928,386.4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6,364,748.93 19,732,487.73

应交税费 3,442,637.96 40,463,155.03

其他应付款 9,426,723.98 70,261,530.38

其中：应付利息 253,574.69 253,574.69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1,842,019.63 2,480,248.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569,126,847.97 705,627,795.57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573,235.41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25,766,236.74 26,728,329.9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5,766,236.74 27,301,565.31

负债合计 594,893,084.71 732,929,360.88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22,826,368.00 225,064,704.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22,046,931.34 452,065,679.56

减：库存股 3,408,204.80 62,715,074.14

其他综合收益 -168,985.70 -141,002.68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9,389,510.61 37,906,102.9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28,193,900.25 252,310,844.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908,879,519.70 904,491,253.69

少数股东权益 1,716,992.74 925,922.58

所有者权益合计 910,596,512.44 905,417,176.2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505,489,597.15 1,638,346,537.15

六、“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二、财务报表5、合并现金流量表” 。

更正前：

项目 2020年半年度 2019年半年度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708,515,657.36 650,866,899.72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

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

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

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

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

加额

收取利息、 手续费及佣

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

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5,245,787.9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6,429,503.60 6,418,447.6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14,945,160.96 662,531,135.26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484,413,243.89 555,663,926.23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

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

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

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 手续费及佣

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76,640,975.98 82,879,058.45

支付的各项税费 27,043,219.70 15,562,257.0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5,335,797.37 46,241,053.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13,433,236.94 700,346,295.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1,511,924.02 -37,815,160.10

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80,000,000.00 10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1,583,115.15 2,290,911.22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570,000.00 52,0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555,5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3,708,615.15 102,342,911.22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48,578,396.95 51,121,317.80

投资支付的现金 231,019,910.00 120,0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96,999.87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9,695,306.82 171,121,317.8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5,986,691.67 -68,778,406.58

三、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802,500.00 9,033,440.00

其中： 子公司吸收少数

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80,000,000.00 117,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0,802,500.00 126,033,44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18,251,245.75 51,099,217.75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37,433,222.42 42,100,641.72

其中： 子公司支付给少

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35,645,587.2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1,330,055.37 93,199,859.4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527,555.37 32,833,580.53

四、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319,454.08 -199,076.95

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4,682,868.94 -73,959,063.10

加：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132,267,811.43 178,432,346.97

六、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127,584,942.49 104,473,283.87

更正后：

项目 2020年半年度 2019年半年度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636,049,222.19 650,866,899.72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

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

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

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

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

加额

收取利息、 手续费及佣

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

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5,245,787.9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6,429,503.60 6,418,447.6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42,478,725.79 662,531,135.26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484,413,243.89 555,663,926.23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

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

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

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 手续费及佣

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76,640,975.98 82,879,058.45

支付的各项税费 27,043,219.70 15,562,257.0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5,335,797.37 46,241,053.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13,433,236.94 700,346,295.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045,488.85 -37,815,160.10

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80,000,000.00 10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1,583,115.15 2,290,911.22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570,000.00 52,0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555,5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3,708,615.15 102,342,911.22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48,578,396.95 51,121,317.80

投资支付的现金 231,019,910.00 120,0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96,999.87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9,695,306.82 171,121,317.8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5,986,691.67 -68,778,406.58

三、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802,500.00 9,033,440.00

其中： 子公司吸收少数

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9,124,000.00 117,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9,926,500.00 126,033,44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18,251,245.75 51,099,217.75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37,433,222.42 42,100,641.72

其中： 子公司支付给少

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35,645,587.2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1,330,055.37 93,199,859.4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596,444.63 32,833,580.53

四、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319,454.08 -199,076.95

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48,025,304.11 -73,959,063.10

加：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132,267,811.43 178,432,346.97

六、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84,242,507.32 104,473,283.87

注：由于资产负债表中的流动负债科目重分类错误，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的调整。

七、“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32、短期借款（1）短

期借款分类” 。

更正前：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保证借款 254,999,999.86 191,999,999.86

合计 254,999,999.86 191,999,999.86

更正后：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保证借款 254,999,999.86 191,999,999.86

票据贴现款 29,562,000.00

合计 284,561,999.86 191,999,999.86

八、“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35、应付票据” 。

更正前：

单位： 元

种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商业承兑汇票

银行承兑汇票 150,915,870.56 120,584,682.43

合计 150,915,870.56 120,584,682.43

更正后：

单位： 元

种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商业承兑汇票

银行承兑汇票 120,915,870.56 120,584,682.43

合计 120,915,870.56 120,584,682.43

九、“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41、其他应付款” 。

更正前：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付利息 253,574.69 253,574.69

其他应付款 8,735,149.29 70,007,955.69

合计 8,988,723.98 70,261,530.38

1)按款项性质列示其他应付款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3,408,204.80 62,615,465.82

劳务费 2,686,179.91 3,403,833.61

电费 1,162,062.00 884,847.68

员工互助金 491,084.70 452,584.70

快递费 337,586.40 409,181.00

员工代扣款 94,721.80 299,137.72

其他 555,309.68 1,942,905.16

合计 8,735,149.29 70,007,955.69

更正后：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应付利息 253,574.69 253,574.69

其他应付款 9,173,149.29 70,007,955.69

合计 9,426,723.98 70,261,530.38

1)按款项性质列示其他应付款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3,408,204.80 62,615,465.82

劳务费 2,686,179.91 3,403,833.61

电费 1,162,062.00 884,847.68

员工互助金 491,084.70 452,584.70

快递费 337,586.40 409,181.00

员工代扣款 94,721.80 299,137.72

其他 993,309.68 1,942,905.16

合计 9,173,149.29 70,007,955.69

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79、现金流量表补充

资料（1）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

更正前：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

-- --

净利润 11,114,739.67 26,503,397.96

加：资产减值准备 4,920,585.88 4,997,812.28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

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10,304,895.45 14,084,183.90

无形资产摊销 885,519.60 638,493.6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

以“－”号填列）

11,235.44 -77,214.58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

益以“－”号填列）

4,715.10

财务费用 （收益以

“－”号填列）

389,240.98

投资损失 （收益以

“－”号填列）

-609,101.40 -2,002,786.54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增加以“－”号填列）

-210,506.40 100,742.20

存货的减少 （增加以

“－”号填列）

-612,694.64 -25,147,311.41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

少（增加以“－”号填列）

210,984,676.38 -249,901,747.72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

加（减少以“－”号填列）

-199,591,706.49 118,619,870.74

其他 20,971,845.36 73,975,443.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8,169,488.85 -37,815,160.10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

和筹资活动：

-- --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

况：

-- --

现金的期末余额 84,242,507.32 104,473,283.87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32,267,811.43 178,432,346.9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4,682,868.94 -73,959,063.10

更正后：

单位： 元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

-- --

净利润 11,114,739.67 26,503,397.96

加：资产减值准备 4,920,585.88 4,997,812.28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

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10,304,895.45 14,084,183.90

无形资产摊销 885,519.60 638,493.6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

以“－”号填列）

11,235.44 -77,214.58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

益以“－”号填列）

4,715.10

财务费用 （收益以

“－”号填列）

389,240.98

投资损失 （收益以

“－”号填列）

-609,101.40 -2,002,786.54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增加以“－”号填列）

-210,506.40 100,742.20

存货的减少 （增加以

“－”号填列）

-612,694.64 -25,147,311.41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

少（增加以“－”号填列）

210,984,676.38 -249,901,747.72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

加（减少以“－”号填列）

-199,591,706.49 118,619,870.74

其他 -8,152,154.64 73,975,443.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045,488.85 -37,815,160.10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

和筹资活动：

-- --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

况：

-- --

现金的期末余额 84,242,507.32 104,473,283.87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32,267,811.43 178,432,346.9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48,025,304.11 -73,959,063.1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其他内容不变。 同时，本次更正事项不会对公司2020年半年度营业收

入、 净利润及每股收益等产生影响， 更正后的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

《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与本公告同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 请投资者留

意。

由于上述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

息披露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出现。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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