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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灵鸽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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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8年 8月 1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官网（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上发布了《2018年半年度

报告》（公告编号：2018-023）。经审核发现，上述公告存在部分错误，

现予以更正。 

一、 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1、2018年半年度报告“第七节  财务报告”之“二 财务报表-

（五）合并现金流量表“。 

更正前：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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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51,719.52 32,741,419.85 

收到的税费返还  365,529.17 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一（三十二） 125,663.54 112,447.2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5,842,912.23 32,853,867.0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9,321,098.81 18,045,046.8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639,123.87 3,723,242.28 

支付的各项税费  3,869,584.18 2,479,824.4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一（三十二） 16,907,370.31 6,188,459.6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6,737,177.17 30,436,573.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894,264.94 2,417,293.8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554,712.33 234,014.42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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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54,712.33 235,014.4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254,782.23 708,167.58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0 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4,782.23 708,167.5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930.10 -473,153.16 

更正后：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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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51,719.52 32,741,419.85 

收到的税费返还  365,529.17 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一（三十二） 125,663.54 112,447.2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5,842,912.23 32,853,867.0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9,321,098.81 18,045,046.8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639,123.87 3,723,242.28 

支付的各项税费  3,869,584.18 2,479,824.4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一（三十二） 6,978,887.78 6,188,459.6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6,808,694.64 30,436,573.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65,782.41 2,417,293.8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554,712.33 234,014.42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54,712.33 235,014.4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0,183,264.76 708,167.58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0 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233,264.76 708,167.5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78,552.43 -473,153.16 

2、2018年半年度报告“第八节 财务报表附注”之“二 报表项

目注释-一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三十二）现金流量表项目”。 

更正前： 

2、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 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1-6 月 

企业间往来 10,130,000.00    

销售费用支出 
2,955,186.32 2,685,643.47 

管理费用支出 
3,822,183.99 3,502,816.20  

营业外支出 
 

 

财务费用支出 
 

 

合 计 16,907,370.31 6,188,4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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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后： 

2、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 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1-6 月 

企业间往来 201,517.47    

销售费用支出 
2,955,186.32 2,685,643.47 

管理费用支出 
3,822,183.99 3,502,816.20  

营业外支出 
 

 

财务费用支出 
 

 

合 计 6,978,887.78 6,188,459.67  

3、2018年半年度报告“第八节 财务报表附注”之“二 报表项

目注释-一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三十三）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更正前： 

1、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1-6 月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5,062.00 5,536,068.49 

加：少数股东权益 
 

 

资产减值准备 
-52,956.46 109,868.31 

固定资产等折旧 
269,454.07 235,342.52 

无形资产摊销 
7,428.84 6,360.46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8,000.00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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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89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554,712.33 -234,014.42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8,824.48 -8,564.41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4,308,940.99 3,851,362.67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25,666,746.76 -15,399,822.22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9,380,446.21 8,302,1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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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资料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1-6 月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894,264.94 2,417,293.85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52,397,676.93 42,586,190.71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74,944,765.37 43,440,906.02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2,547,088.44 -854,715.31 

更正后： 

1、 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1-6 月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5,062.00 5,536,068.49 

加：少数股东权益 
 

 

资产减值准备 
-52,956.46 109,868.31 

固定资产等折旧 
269,454.07 235,342.52 

无形资产摊销 
7,428.84 6,360.46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8,000.00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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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89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554,712.33 -234,014.42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8,824.48 -8,564.41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4,308,940.99 3,851,362.67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25,666,746.76 -15,399,8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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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资料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1-6 月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9,308,928.74 8,302,131.56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65,782.41 2,417,293.85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52,397,676.93 42,586,190.71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74,944,765.37 43,440,906.02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2,547,088.44 -854,715.31 

二、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无锡

灵鸽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

2018-023）与本公告同时刊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

平台。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无锡灵鸽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