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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快报暨业绩预报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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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和 2022 年 2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了公司 2021 年度业
绩预报和 2021 年度业绩快报。公司根据业绩预告和业绩快报披露后
的客观情况进展以及复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报表进行了调整，调整
后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与已发布的业
绩快报中的数据差异超过 10%。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具体以 2021
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1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披露了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报》，预计 2021 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3 亿元
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约 4.56 亿元，同比增长 79%左右。
预计 2021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600 万元到
-30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约 6,906.48 万元到 7,206.48
万元，同比变动 92%-96%。预计 2021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1,600 万元到-1,300 万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将增加约 7,347.74 万元到 7,647.74 万元，同比变动
82%到 85%。
（三）更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1 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25 亿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约 4.51 亿元，同比增长 79%。预计 2021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96.40 万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将增加 6,210.08 万元，同比变动 83%。预计 2021 年年度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242.91 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6,704.83 万元，同比变动 75%。
（四）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公司 2020 年年度营业收入：5.74 亿元。公司 2020 年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506.48 万元。公司 2020 年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947.74 万元。
三、更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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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项目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
1,028,692,937.70
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
润

上年同期

修正后
的增减
变动幅
度（％）

1,024,558,178.66

573,615,812.03

78.61%

-14,961,155.12
-15,137,071.90

-25,363,334.38
-25,539,251.16

-97,099,746.74
-97,139,497.69

不适用
不适用

-4,997,937.02

-12,964,008.42

-75,064,760.61

不适用

-15,001,270.57

-22,429,066.78

-89,477,367.81

不适用

-0.05

-0.14

-0.84

不适用

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
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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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
收益（元）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增加
-0.59

-1.55

-8.8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前
总 资 产 1,521,892,393.41

修正后

8.24 个
百分点
修正后
的增减
变动幅
度（％）

1,502,324,765.76

1,297,753,616.75

15.76%

归属于母
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

837,856,484.96

832,466,037.54

842,854,421.98

-1.23%

股

91,679,495.00

91,679,495.00

91,679,495.00

0.00%

9.14

9.08

9.19

-1.2%

本

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
者的每股
净资产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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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更正原因说明
（一）差异情况说明
公 司 2021 年 度 营 业 总 收 入 由 1,028,692,937.70 元 修 正 为
1,024,558,178.66 元，修正后较上年同期上涨 78.61%。营业利润由
-14,961,155.12 元修正为-25,363,334.38 元；利润总额由-15,137,071.90
元 修 正 为 -25,539,251.16 元 ；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的 净 利 润 由
-4,997,937.02 元修正为-12,964,008.42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由-15,001,270.57 元修正为-22,429,066.78 元；
每股收益由-0.05 元修正为-0.14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由-0.59 修
正为-1.55；总资产由 1,521,892,393.41 元修正为 1,502,324,765.76 元，
修正后较 上年同 期上涨 15.76%； 归属于 母公司 的所 有者权 益由
837,856,484.96 元修正 为 832,466,037.54，修正后较上 年同期下降
1.2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由 9.14 元修正为 9.08 元，
修正后较上年同期下降-1.2%。
（二）差异主要原因说明
公司原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出于会计谨慎性考虑，
现综合考虑迁徙法的影响调整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影响营业利润金额
415.73 万元；公司原预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价格授予价格高于市场价
格不产生股份支付费用，根据财政部新发布的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
明确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实质为股票期权并应以期权模型确定授
予日公允价值，
本年度股份支付费用影响营业利润金额 257.56 万元。
上述调整亦对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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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等指标造成影响。
五、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和快报更正公告的数据是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事
务所沟通后审慎确认的结果，与公司 2021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21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及董事会深表歉意。
公司将以此为鉴，在以后的财务核算工作中审慎判断，以避免类似情
况发生。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六、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
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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