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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6                         证券简称：*ST亚联                        公告编号：2022-076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亚联 股票代码 00231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亚联发展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思邈 董丹彤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

新南六道 8号航盛科技大厦 1105-

1106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

新南六道 8号航盛科技大厦 1105-

1106 

电话 0755-26551650 0755-26551650 

电子信箱 asialink@asialink.com ddtong@asialink.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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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01,303,348.65 1,214,776,589.69 1,214,776,589.69 -5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901,982.19 -38,061,409.53 -38,061,409.53 1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5,337,867.58 -42,805,253.12 -42,805,253.12 17.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8,181,936.98 -136,978,669.25 -136,978,669.25 186.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62 -0.0968 -0.0968 10.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62 -0.0968 -0.0968 10.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77% -17.50% -17.50% -27.2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189,593,918.33 2,082,268,310.94 2,105,225,371.01 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668,214.91 -43,714,193.67 -58,704,302.23 -57.8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公司近期发现，公司披露的 2021年度财务报表存在差错，为更准确反映各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如初反映相关会计

科目列报，准确反映各期间成本、费用的情况，经公司 2022年 8月 3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对 2021年度会

计差错进行追溯调整。 

（二）具体的差错及会计处理 

1、具体的差错 

经对 2021年度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结合函证回函情况，发现 2021年度财务数据存在如下差错： 

（1）少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2021年度少计营业收入 33,768,833.83元，少计营业成本 35,794,963.86元，少计应交税费 2,026,130.03元。 

（2）少计营业成本 

2021年度少计成本 31,103,452.60元，多计预付账款 13,714,256.57元，少计应付账款 17,389,196.03元。 

（3）少计存货、应付账款，多计预付账款 

2021年末少计存货 60,158,677.24元，少计应付账款 36,671,316.64 元，多计预付账款 23,487,360.60元。 

（4）合并抵销错误多列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公司子公司开店宝集团 2021年度合并抵销错误，多列营业收入 14,961,252.62元，多列营业成本 14,961,252.62元。 

2、会计处理 

上述差错，公司合并层面应调整增加营业收入 21,837,076.55 元、营业成本 55,148,428.90 元、存货

60,158,677.24、应付账款 54,060,512.67元、应交税费 2,207,899.75元，调整减少预付账款 37,201,617.17元。 

（三）差错更正受影响的报表项目更正前后对比情况 

1、2021年合并报表层面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预付账款 380,105,782.90 -37,201,617.17 342,904,165.73 

存货 143,452,654.73 60,158,677.24 203,611,331.97 

流动资产合计 1,315,163,825.14 22,957,060.07 1,338,120,8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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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2,082,268,310.94 22,957,060.07 2,105,225,371.01 

应付账款 771,835,458.47 54,060,512.67 825,895,971.14 

应交税费 14,190,489.93 2,207,899.75 16,398,389.68 

流动负债合计 1,832,389,647.90 56,268,412.42 1,888,658,060.32 

负债合计 2,041,338,717.86 56,268,412.42 2,097,607,130.28 

未分配利润 -661,189,536.51 -14,990,108.56 -676,179,645.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3,714,193.67 -14,990,108.56 -58,704,302.23 

少数股东权益 84,643,786.75 -18,321,243.79 66,322,542.96 

股东（或所有者权益）合计 40,929,593.08 -33,311,352.35 7,618,240.73 

负债和股东（或所有者）权益总计 2,082,268,310.94 22,957,060.07 2,105,225,371.01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营业收入 1,933,242,996.83 21,837,076.55 1,955,080,073.38 

其中：营业收入 1,933,242,996.83 21,837,076.55 1,955,080,073.38 

营业总成本 2,007,441,118.92 55,148,428.90 2,062,589,547.82 

其中：营业成本 1,523,056,168.70 55,148,428.90 1,578,204,597.60 

营业利润 -266,824,700.65 -33,311,352.35 -300,136,053.00 

利润总额 -270,145,524.58 -33,311,352.35 -303,456,876.93 

净利润 -275,026,091.49 -33,311,352.35 -308,337,443.8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3,887,019.16 -14,990,108.56 -288,877,127.72 

少数股东损益 -1,139,072.33 -18,321,243.79 -19,460,316.12 

综合收益总额 -281,129,534.02 -33,311,352.35 -314,440,886.3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81,054,061.14 -14,990,108.56 -296,044,169.7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75,472.88 -18,321,243.79 -18,396,716.67 

基本每股收益 -0.6967 -0.0381 -0.7348 

稀释每股收益 -0.6967 -0.0381 -0.7348 

（3）前期差错更正对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无影响。 

2、2021年母公司报表层面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预付账款 108,259,784.83 -23,487,360.60 84,772,424.23 

存货 47,518,137.65 60,158,677.24 107,676,814.89 

流动资产合计 636,549,231.12 36,671,316.64 673,220,547.76 

资产总计 1,264,475,580.37 36,671,316.64 1,301,146,897.01 

应付账款 262,033,454.96 36,671,316.64 298,704,771.60 

流动负债合计 1,413,540,856.05 36,671,316.64 1,450,212,172.69 

负债合计 1,414,061,171.85 36,671,316.64 1,450,732,48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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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264,475,580.37 36,671,316.64 1,301,146,897.01 

（2）前期差错更正对母公司利润表、现金流表项目无影响。 

（四）差错更正对 2021年度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及金额的影响 

单位：万元 

受影响的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营业收入金额 193,324.30  2,183.71  195,508.01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193,324.30  2,183.71  195,508.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83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大连永利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29% 52,260,000 52,260,000   

嘉兴乾德精一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5% 25,740,000 25,740,000 质押 4,100,000 

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10% 23,990,806 0 质押 23,990,800 

黄喜胜 境内自然人 5.90% 23,192,910 23,192,910   

王雁铭 境内自然人 1.58% 6,200,624 0   

叶春华 境内自然人 1.52% 5,980,356 0   

刘勇 境内自然人 0.91% 3,568,500 0   

陈南京 境内自然人 0.88% 3,447,493 0   

李杰 境内自然人 0.70% 2,733,700 0   

王海波 境内自然人 0.51% 2,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永彬为大连永利商务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键

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大连永利商务发展有限公司与键

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本报告期末，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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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事项 

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 2021 年度财务报告被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9、2020及 2021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公司 2021年审

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 条及 9.8.1 条的规定，公

司股票交易自 2022年 5月 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

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等相关公告。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永彬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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