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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950           证券简称：益盟股份               主办券商：东兴证券 

 

益盟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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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4月 25日于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网站（www.neeq.com.cn）披露了《益盟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报告》（公告编号：

2019-014），经事后核查，现对披露的部分内容予以更正。 

一、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一） “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一、重要事项索引” 

更正前： 

事项 是或否 索引 

是否存在诉讼、仲裁事项 √是 □否  五.二.(一) 

是否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是 √否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的情

况 

□是 √否        

是否对外提供借款 □是 √否        

是否存在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否  五.二.(二) 

是否存在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否  五.二.(三) 

是否存在经股东大会审议过的收购、出售资产、对外投资

事项或者本年度发生的企业合并事项 
√是 □否  五.二.(四) 

是否存在股权激励事项 □是 √否        

是否存在股份回购事项 □是 √否        

是否存在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 □否  五.二.(五)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

况 

√是 □否  五.二.(六) 

是否存在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是 √否        

是否存在失信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自愿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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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后： 

事项 是或否 索引 

是否存在诉讼、仲裁事项 √是 □否  五.二.(一) 

是否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是 √否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的情

况 

□是 √否        

是否对外提供借款 √是 □否  五.二.(二) 

是否存在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否  五.二.(三) 

是否存在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否  五.二.(四) 

是否存在经股东大会审议过的收购、出售资产、对外投资

事项或者本年度发生的企业合并事项 
√是 □否  五.二.(五) 

是否存在股权激励事项 □是 √否        

是否存在股份回购事项 □是 √否        

是否存在已披露的承诺事项 √是 □否  五.二.(六)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

况 

√是 □否  五.二.(七) 

是否存在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是 √否        

是否存在失信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自愿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是 √否        

 

（二） “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二、重要事项详情（如事项存在选择以下表格填

列） ”之“（二）对外提供借款情况” 

 更正前： 

  无 

更正后： 

单位：元 

债务人 借款期间 

期

初

余

额 

本期新增 
本期

减少 
期末余额 

借款

利率 

是否履

行审议

程序 

是否

存在

抵质

押 

债务

人与

公司

的关

联关

系 

金思维投资

咨询（上

海）有限公

司 

2018.10-

2019.09 

0 3,000,000.00 0 3,000,000.00 0% 已事前

及时履

行 

是 无 

上海麦督学

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2018.10-

2019.06 

0 1,600,000.00 0 1,600,000.00 0% 已事前

及时履

行 

否 无 

总计 - 0 4,600,000.00 0 4,600,000.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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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提供借款原因、归还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基于未来业务合作发展的需要，向金思维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3,000,000.00元，处于借款期间内，该笔借款占公司总资产 0.11%，对公司影响较小。 

公司基于未来业务合作发展的需要，向上海麦督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1,600,000.00

元，处于借款期间内，该笔借款占公司总资产 0.06%，对公司影响较小。 

 

（三）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益盟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八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之“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五）其他应收款”之“2、其他应收款”之“（5）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更正前：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合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末

余额 

第一名 往来款 3,000,000.00 1 年以内 24.44 150,000.00 

第二名 押金 1,700,000.00 1 年以内 13.85 85,000.00 

第三名 往来款 1,600,000.00 1 年以内 13.03 80,000.00 

第四名 押金 925,000.00 3 年以内 7.53 57,500.00 

第五名 押金 800,000.00 2-3 年 6.52 160,000.00 

合计  8,025,000.00  65.36 532,500.00 

 

更正后：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

期末余额合计

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末

余额 

金思维投资咨询（上

海）有限公司 
往来款 3,000,000.00 1 年以内 24.44 150,000.00 

上海星艋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押金 1,700,000.00 1 年以内 13.85 85,000.00 

上海麦督学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往来款 1,600,000.00 1 年以内 13.03 80,000.00 

北京无双科技有限公司 押金 925,000.00 3 年以内 7.53 57,500.00 

湖北香蕉传媒有限公司 押金 800,000.00 2-3 年 6.52 1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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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披露的《益盟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报告》其他内容均未发

生变化，更正后的《益盟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报告》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网站（www.neeq.com.cn）。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益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6月 21日 

合计  8,025,000.00  65.36 532,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