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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股票代码：000585              A股股票简称：*ST东电            公告编号：2019-031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㈠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电气”、“上市公司”或“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 4月 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㈡ 会议于 2019年 4月 12日 10:00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7号新海航

大厦 22层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㈢ 应参加董事 9人，实到 9人。 

㈣ 会议由 董事长李铁先生 主持，监事会成员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㈤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东

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东北电气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关于 2018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披露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2018年半年

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2）、《2018年半年度

报告（更新后）》、《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更新后）》（公告编号：2019-033）。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议案二、《关于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披露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2018年第三

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2018年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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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报告全文（更新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更新后）》（公告编号：

2019-035）。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三、备查文档 

㈠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㈡ 深圳证券交易所 要求的其他文档。 

特此公告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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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股票代码：000585              A股股票简称：*ST东电             公告编号：2019-032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8年半年

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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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将公司2018年半

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差错的原因及内容 

2018年6月26日公司从锦州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收回前期垫付的担保款

1,800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2019年3月下旬，公司接到回款方锦州电力电容器有限责

任公司紧急通知，该款项系其所收交易款，现因交易双方出现争议涉及退款风险，必

要时需要公司给予配合。基于财务谨慎性原则考虑，公司决定将已收取的资金调整为

其他应付款-暂收款项，待进一步核实相关事宜和履行上市公司内控审批程序、评估

法律风险后再做处理。由此会计科目调整对2018年半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期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产生影响，故此作出本次

更正。 

二、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㈠ 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 

为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真实、准确反映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公司根据相

关规定，对上述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更正后减少 2018年半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800万元，减少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1,800万元，其他相

关科目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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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对 2018年半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修正前 修正金额 修正后 

其他应付款 352,550,155.19 +18,000,000 370,550,155.19 

未分配利润 -2,030,261,736.41 -18,000,000 -2,048,261,736.41 

2、对 2018年半年度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修正前 修正金额 修正后 

其他应付款 310,555,448.38 +18,000,000    328,555,448.38  

未分配利润 -2,034,656,356.01 -18,000,000 -2,052,656,356.01 

3、对 2018年半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修正前 修正金额 修正后 

营业外收入 21,497,158.08 -18,000,000 3,497,158.08 

利润总额 3,527,352.37 -18,000,000 -14,472,647.63 

净利润 3,527,352.37 -18,000,000 -14,472,647.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3,880,567.18 -18,000,000 -14,119,432.82 

综合收益总额 3,889,787.99 -18,000,000 -14,110,212.0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4,243,002.80 -18,000,000 -13,756,997.20 

基本每股收益 0.0044 -0.0206 -0.0162 

稀释每股收益 0.0044 -0.0206 -0.0162 

4、对 2018年半年度母公司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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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报表项目 修正前 修正金额 修正后 

营业外收入 21,260,981.25 -18,000,000 3,260,981.25 

利润总额 18,492,544.55 -18,000,000 492,544.55 

净利润 18,492,544.55 -18,000,000 492,544.55 

综合收益总额 18,492,544.55 -18,000,000 492,544.55 

㈢ 其他说明 

因前述原因导致的会计差错以及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在《2018年半

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以及其他相关公告中做相应调整。 

三、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更正的说明和意见 

㈠ 董事会说明 

本次公司决定将前期已收回的垫付担保款，由营业外收入调整为其他应付款-暂

收款项，是基于财务谨慎性原则考虑。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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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修订）等有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更正

并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告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董事会同意

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㈡ 监事会说明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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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修

订）等有关规定，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要求，调整后的财务

数据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本次会

计差错更正和追溯调整的意见。 

㈢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处理及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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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修订）等有

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报告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董事

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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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特此公告。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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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股票代码：000585              A股股票简称：*ST东电             公告编号：2019-034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8年第三

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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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将公司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差错的原因及内容 

公司分别于2018年6月26日和9月26日从锦州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收回

前期垫付的担保款合计2,290万元并计入营业外收入。2019年3月下旬，公司接到回款

方锦州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紧急通知，该款项系其所收交易款，现因交易双方出

现争议涉及退款风险，必要时需要公司给予配合。基于财务谨慎性原则考虑，公司决

定将已收取的资金调整为其他应付款-暂收款项，待进一步核实相关事宜和履行上市

公司内控审批程序、评估法律风险后再做处理。由此会计科目调整对2018年第三季度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期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产生影响，故此作出本次业绩预告修正。 

二、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㈠ 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 

为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真实、准确反映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公司根据相

关规定，对上述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更正后减少 2018 年前三季度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290 万元，减少 2018 年第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90万元；减少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2,290万元，其他相关科目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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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对 2018年第三季度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修正前 修正金额 修正后 

其他应付款 343,448,588.50 +22,900,000 366,348,588.50 

未分配利润 -2,001,577,670.92 -22,900,000 -2,024,477,670.92 

2、对 2018年第三季度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修正前 修正金额 修正后 

其他应付款 310,910,024.20 +22,900,000 333,810,024.20 

未分配利润 -2,032,981,058.53 -22,900,000 -2,055,881,058.53 

3、对 2018年前三季度合并本报告期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修正前 修正金额 修正后 

营业外收入 26,503,152.97 -22,900,000 3,603,152.97 

利润总额 34,298,478.43 -22,900,000 11,398,478.43 

净利润 32,018,478.43 -22,900,000 9,118,478.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32,564,632.67 -22,900,000 9,664,632.67 

综合收益总额 33,120,575.48 -22,900,000 10,220,575.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3,666,729.72 -22,900,000 10,766,729.72 

基本每股收益 0.0373  -0.0206 0.0111  

稀释每股收益 0.0373  -0.0206 0.0111  

 

4、对 2018年前三季度母公司本报告期利润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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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报表项目 修正前 修正金额 修正后 

营业外收入 26,160,981.25 -22,900,000 3,260,981.25 

利润总额 20,167,842.03 -22,900,000 -2,732,157.97 

净利润 20,167,842.03 -22,900,000 -2,732,157.97 

综合收益总额 20,167,842.03 -22,900,000 -2,732,157.97 

基本每股收益 0.0231 -0.0262 -0.0031 

稀释每股收益 0.0231 -0.0262 -0.0031 

5、对 2018年第三季度合并本报告期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修正前 修正金额 修正后 

营业外收入 5,005,994.89 -4,900,000 105,994.89 

利润总额 30,771,126.06 -4,900,000 25,871,126.06 

净利润 28,491,126.06 -4,900,000 23,591,126.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28,684,065.49 -4,900,000 23,784,065.49 

综合收益总额 29,230,787.49 -4,900,000 24,330,787.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9,423,726.92

    
-4,900,000 24,523,726.92 

基本每股收益 0.0328 -0.0056 0.0272 

稀释每股收益 0.0328 -0.0056 -0.0272 

6、对 2018年第三季度母公司本报告期利润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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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报表项目 修正前 修正金额 修正后 

营业外收入 4,900,000.00 -4,900,000 - 

利润总额 1,675,297.48 -4,900,000 -3,224,702.52 

净利润 1,675,297.48 -4,900,000 -3,224,702.52 

综合收益总额 1,675,297.48 -4,900,000 -3,224,702.52 

基本每股收益 0.0019 -0.0056 -0.0037 

稀释每股收益 0.0019 -0.0056 -0.0037 

㈢ 其他说明 

因前述原因导致的会计差错以及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在《2018年第

三季度报告全文》、《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以及其他相关公告中做相应调整。 

三、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更正的说明和意见 

㈠ 董事会说明 

本次公司决定将前期已收回的垫付担保款，由营业外收入调整为其他应付款-暂

收款项，是基于财务谨慎性原则考虑。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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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修订）等有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更正

并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告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董事会同意

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㈡ 监事会说明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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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修

订）等有关规定，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要求，调整后的财务

数据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本次会

计差错更正和追溯调整的意见。 

㈢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处理及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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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修订）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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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报告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董事

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特此公告。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12日 



A 股股票代码：000585            A 股股票简称：*ST 东电            公告编号：2019-036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㈠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电气”、“上市公司”或“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 4月 9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㈡ 会议于 2019年 4月 12日 9:00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7号新海航大

厦 22层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㈢ 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 

㈣ 公司监事会主席周晋阳女士主持会议。 

㈤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东

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东北电气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关于 2018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披露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2018年半年

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2）、《2018年半年度

报告（更新后）》、《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更新后）》（公告编号：2019-033）。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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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修

订）等有关规定，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要求，调整后的财务

数据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本次会

计差错更正和追溯调整的意见。 

表决结果：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议案二、《关于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披露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 2018年第

三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2018年第三

季度报告全文（更新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更新后）》（公告编号：

2019-035）。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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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修

订）等有关规定，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要求，调整后的财务

数据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本次会

计差错更正和追溯调整的意见。 

表决结果：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三、备查文件 

㈠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㈡ 深圳证券交易所 要求的其他文档。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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