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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性质及合规性
隆平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平发展”）为公司参股公司，截
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持有其 35.7462%的股权，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按权益法核算对其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隆平发展在编制 2020 年财务报
表时，发现 2018 年度、2019 年度财务报表存在会计差错事项，根据相关规定，
隆平发展对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影响了公司在相应期间对其长期股权投资、投
资收益及其他综合收益的核算。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或差错更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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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予以更正，并追
溯调整前期已披露的财务报表。
二、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对上述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追溯调整后，
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相关年度报表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对
公司 2018 年和 2019 年合并财务报表、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一)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1.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1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长期股权投资

3,033,148,195.81

-6,306,345.99

3,026,841,849.82

资产总计

15,363,739,781.59

-6,306,345.99

15,357,433,435.60

-193,231,325.94

-6,066,626.66

-199,297,952.60

165,740,658.43

-23,971.93

165,716,686.50

未分配利润

2,656,802,259.74

-215,747.40

2,656,586,512.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853,534,567.26

-6,306,345.99

6,847,228,221.27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37,767,654.22

637,767,654.22

7,491,302,221.48

-6,306,345.99

7,484,995,875.49

15,363,739,781.59

-6,306,345.99

15,357,433,435.60

2.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长期股权投资

2,880,380,371.31

-103,540,373.46

2,776,839,997.85

资产总计

15,495,392,127.64

-103,540,373.46

15,391,851,754.18

-161,297,151.91

-107,681,525.28

-268,978,677.19

170,543,231.50

-23,971.93

170,519,259.57

未分配利润

2,149,847,677.32

4,165,123.75

2,154,012,801.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176,787,332.36

-103,540,373.46

6,073,246,958.90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43,275,492.19

743,275,492.19

6,920,062,824.55

-103,540,373.46

6,816,522,451.09

15,495,392,127.64

-103,540,373.46

15,391,851,754.18

(二)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1.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长期股权投资

8,861,213,237.86

-6,306,345.99

8,854,906,891.87

资产总计

13,296,673,457.02

-6,306,345.99

13,290,367,111.03

-189,905,086.94

-6,066,626.66

-195,971,713.60

盈余公积

166,385,907.42

-23,971.93

166,361,935.49

未分配利润

304,160,076.85

-215,747.40

303,944,329.45

6,534,225,104.85

-6,306,345.99

6,527,918,758.86

其他综合收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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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296,673,457.02

-6,306,345.99

13,290,367,111.03

2.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长期股权投资

8,907,629,053.07

-103,540,373.46

8,804,088,679.61

资产总计

13,103,282,375.79

-103,540,373.46

12,999,742,002.33

-161,917,657.44

-107,681,525.28

-269,599,182.72

171,188,480.49

-23,971.93

171,164,508.56

-336,875,647.52

4,165,123.75

-332,710,523.77

5,721,051,145.55

-103,540,373.46

5,617,510,772.09

13,103,282,375.79

-103,540,373.46

12,999,742,002.33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三) 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1. 2018 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投资收益

344,802,514.89

-239,719.33

344,562,795.56

净利润

903,186,657.18

-239,719.33

902,946,937.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91,002,502.22

-239,719.33

790,762,782.89

少数股东损益

112,184,154.96

其他综合收益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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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84,154.96

-120,390,552.15

-6,066,626.66

-126,457,178.81

-120,429,203.75

-6,066,626.66

-126,495,830.41

38,651.60

38,651.60

782,796,105.03

-6,306,345.99

776,489,759.04

670,573,298.47

-6,306,345.99

664,266,952.48

112,222,806.56

112,222,806.56

2. 2019 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投资收益

-154,547,681.07

4,380,871.15

-150,166,809.92

净利润

-184,828,490.48

4,380,871.15

-180,447,619.33

-298,270,707.81

4,380,871.15

-293,889,836.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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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损益

113,442,217.33

其他综合收益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31,906,742.10

-101,614,898.62

-69,708,156.52

31,934,174.03

-101,614,898.62

-69,680,724.5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27,431.93

税后净额
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
额

113,442,217.33

-27,431.93

-152,921,748.38

-97,234,027.47

-250,155,775.85

-266,336,533.78

-97,234,027.47

-363,570,561.2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13,414,785.40

113,414,785.40

(四) 对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1. 2018 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256,412,164.74

-239,719.33

256,172,445.41

78,278,400.02

-239,719.33

78,038,680.69

其他综合收益

-121,864,107.73

-6,066,626.66

-127,930,734.39

综合收益总额

-43,585,707.71

-6,306,345.99

-49,892,053.70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投资收益
净利润

2. 2019 年度
项 目

-24,563,113.06

4,380,871.15

-20,182,241.91

-423,959,940.84

4,380,871.15

-419,579,069.69

其他综合收益

27,987,429.50

-101,614,898.62

-73,627,469.12

综合收益总额

-395,972,511.34

-97,234,027.47

-493,206,538.81

投资收益
净利润

(五) 对合并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 2018 年度、2019 年度合并现金流量表没有影响。
(六) 对母公司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 2018 年度、2019 年度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没有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是公司发现隆平发展对
其 2018 年度、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更正后所做出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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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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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经营成果。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是公司在发现参股公司隆平发展
对其 2018 年度、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更正后做出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等财务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对前期会计
差错进行更正。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是公司在发现参股公司
隆平发展对其 2018 年度、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更正后做出的，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监事会同意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关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情况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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