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88196 证券简称：卓越新能 公告编号：2021-014 

 

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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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月 26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由

于财务人员疏忽，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对内部销售和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项目的抵

销与分类有误，导致部分数据存在差错，事后经财务自查发现，现予以更正。本

次更正不会对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的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1、“二、公司基本情况，2.1 主要财务数据”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更正后（更正内容以加粗显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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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40,859.95 -67,098,363.92 -60.74 

 

2、“三、重要事项，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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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40,859.95 -67,098,363.92 -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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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原因” 

更正前： 

单位：元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当期发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140,859.95 -67,098,363.92 -23.7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534,772.53 -79,895,795.00 15.8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866,690.00 -100 

 

更正后（更正内容以加粗显示）： 

单位：元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当期发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40,859.95 -67,098,363.92 -60.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334,772.53 -79,895,795.00 46.8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866,690.00 -100 

 

3、“四、附录，4.1 财务报表，合并现金流量表” 

更正前：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1年 1—3 月 

编制单位：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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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721,877.05 296,979,8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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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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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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74,059.00 21,981,705.5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131,831.85 2,453,844.9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94,427,767.90 321,415,362.2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62,225,189.67 328,267,8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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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7,802,784.63 13,867,732.80 

支付的各项税费 45,425,848.59 31,238,196.0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114,804.96 15,139,974.8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45,568,627.85 388,513,726.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140,859.95 -67,098,363.9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5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0,283.65 574,450.1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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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0.4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734.14 50,574,450.1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40,304,549.12 35,470,245.14 

投资支付的现金 52,243,957.55 9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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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2,548,506.67 130,470,245.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534,772.53 -79,895,7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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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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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66,69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2,866,69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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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866,69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148,632.55 700,350.2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4,824,265.03 -83,427,118.6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00,066,621.91 337,091,058.1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5,242,356.88 253,663,939.46 

 

更正后（更正内容以加粗显示）：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1年 1—3 月 

编制单位：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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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355,656.83 296,979,8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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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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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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74,059.00 21,981,705.5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131,831.85 2,453,844.9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63,061,547.68 321,415,362.2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20,858,969.45 328,267,8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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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7,802,784.63 13,867,732.80 

支付的各项税费 45,425,848.59 31,238,196.0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314,804.96 15,139,974.8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89,402,407.63 388,513,726.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40,859.95 -67,098,363.9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5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0,283.65 574,450.1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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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0.4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734.14 50,574,450.1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40,304,549.12 35,470,245.14 

投资支付的现金 77,043,957.55 9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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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7,348,506.67 130,470,245.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334,772.53 -79,895,7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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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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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66,69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2,866,69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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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866,69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148,632.55 700,350.2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4,824,265.03 -83,427,118.6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00,066,621.91 337,091,058.1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5,242,356.88 253,663,939.46 

 

4、“四、附录，4.1 财务报表，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更正前：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21年 1—3 月 

编制单位：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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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755,696.33 179,276,725.21 

收到的税费返还 6,418,767.11 17,261,877.4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910,164.04 672,577.8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5,084,627.48 197,211,180.5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72,597,011.69 237,763,536.88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032,002.39 7,054,836.08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546,138.63 22,667,695.1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29,967.80 6,143,100.18 



 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07,505,120.51 273,629,168.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420,493.03 -76,417,987.7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569,150.1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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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569,150.1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37,235,418.54 28,427,208.02 

投资支付的现金 33,243,957.55 9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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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0,479,376.09 123,427,208.0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479,376.09 -72,858,057.8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2,866,69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2,866,69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866,69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087,478.64 137,825.2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3,987,347.76 -86,271,530.4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8,521,994.77 222,305,938.8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4,534,647.01 136,034,408.45 

 

更正后（更正内容以加粗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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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21年 1—3 月 

编制单位：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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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55,696.33 179,276,725.21 

收到的税费返还 6,418,767.11 17,261,877.4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910,164.04 672,577.8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65,084,627.48 197,211,180.5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72,597,011.69 237,763,536.88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032,002.39 7,054,836.08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546,138.63 22,667,695.1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29,967.80 6,143,100.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07,505,120.51 273,629,168.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420,493.03 -76,417,987.7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569,150.1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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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569,150.1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37,235,418.54 28,427,208.02 

投资支付的现金 43,243,957.55 9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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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0,479,376.09 123,427,208.0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479,376.09 -72,858,057.8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2,866,6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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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2,866,69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866,69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087,478.64 137,825.2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3,987,347.76 -86,271,530.4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8,521,994.77 222,305,938.8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4,534,647.01 136,034,408.45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

的《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将与本公告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 

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今

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相关业务人员的培训和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5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