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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2669        证券简称：启慧教育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广东启慧教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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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2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

（www.neeq.com.cn）上披露了《2018 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19-010），

现经自查发现部分内容需要更正，具体如下： 

一、更正前的内容： 

1.审 计 报 告  

亚会B审字（2019）1122号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全体股东： 

一、 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以下简称“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8 年度的合并及

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 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

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

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以下事项： 

1、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启慧教育流动资产 7,197,965.60 元，流动负债 18,638,453.33

元，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致其短期债务流动风险增加。 

2、财务报表附注六、12 其他非流动资产所述，2018 年 9 月 26 日，启慧教育与广东盛

鼎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建设电梯后市场服务平台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共同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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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万元（其中启慧教育约定投入1,250.00万元）搭建及运营电梯后市场服务平台项目，

合作期间为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止，项目收益按年度结算，并于次年 5

月 31 日之前按双方资金投入比例分配。2018 年度启慧教育累计向广东盛鼎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支付项目投资款 1,250.00 万元，2018 年度项目未取得收益； 

3、财务报表附注六、23 未分配利润所述，启慧教育 2017 年发生净亏损 4,738,488.42

元，2018 年发生净亏损 8,264,310.66 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启慧教育累计亏损总额

16,273,402.36 元，达到股本总额 25,656,300.00 元的 63.43%； 

以上事项存在可能导致对启慧教育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

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四、 其他信息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管理层对其他信息负责。其他信息包括 2018 年度报告中涵盖的信

息，但不包括财务报表和我们的审计报告。 

我们对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不涵盖其他信息，我们也不对其他信息发表任何形式的

鉴证结论。 

结合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我们的责任是阅读其他信息，在此过程中，考虑其他信息

是否与财务报表或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情况存在重大不一致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错报。 

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工作，如果我们确定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我们应当报告该事实。

在这方面，我们无任何事项需要报告。 

五、 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

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

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管理层负责评估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的持续

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的财务报告过程。 

六、 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

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

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

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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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

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

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

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

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

能导致对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

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错误!未

找到引用源。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

相关交易和事项。 

6．就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中实体或业务活动的财务信息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对财务报表发表意见。我们负责指导、监督和执行集团审计。我们对审计意见承担全部责

任。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

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2.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2018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公司注册地、组织形式和总部地址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前身为中山市机电职业技术学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机电”）, 系由张秀成投资设立并经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于 2008 年 10 月 6 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领取了注册号为 442000000177192《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该出资事项业经中山百富勤会计师事

务所于 2008 年 9 月 17 日出具中百验字〔2008〕第 N-0128 号《验资报告》确认。 

二、更正后的内容 

1.审计报告 

亚会 B 审字（2019）11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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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启慧教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 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广东启慧教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慧教育”）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启慧

教育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8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 

二、 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

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启慧教育，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

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以下事项： 

1、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启慧教育流动资产 7,197,965.60 元，流动负债 18,638,453.33

元，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致其短期债务流动风险增加。 

2、财务报表附注六、12 其他非流动资产所述，2018 年 9 月 26 日，启慧教育与广东盛

鼎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建设电梯后市场服务平台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共同出资

2,000.00万元（其中启慧教育约定投入1,250.00万元）搭建及运营电梯后市场服务平台项目，

合作期间为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止，项目收益按年度结算，并于次年 5

月 31 日之前按双方资金投入比例分配。2018 年度启慧教育累计向广东盛鼎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支付项目投资款 1,250.00 万元，2018 年度项目未取得收益； 

3、财务报表附注六、23 未分配利润所述，启慧教育 2017 年发生净亏损 4,738,488.42

元，2018 年发生净亏损 8,264,310.66 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启慧教育累计亏损总额

16,273,402.36 元，达到股本总额 25,656,300.00 元的 63.43%； 

以上事项存在可能导致对启慧教育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

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四、 其他信息 

启慧教育管理层对其他信息负责。其他信息包括 2018 年度报告中涵盖的信息，但不包

括财务报表和我们的审计报告。 

我们对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不涵盖其他信息，我们也不对其他信息发表任何形式的

鉴证结论。 

结合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我们的责任是阅读其他信息，在此过程中，考虑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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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与财务报表或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情况存在重大不一致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错报。 

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工作，如果我们确定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我们应当报告该事实。在这

方面，我们无任何事项需要报告。 

五、 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启慧教育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

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启慧教育管理层负责评估启慧教育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

关的事项，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启慧教育、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

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启慧教育的财务报告过程。 

六、 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

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

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

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

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

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

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

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

能导致对启慧教育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

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告使

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

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启慧教育不能持续

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

相关交易和事项。 

6．就启慧教育中实体或业务活动的财务信息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财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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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发表意见。我们负责指导、监督和执行集团审计。我们对审计意见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我们

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2.广东启慧教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公司注册地、组织形式和总部地址 

广东启慧教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前身为中山市机电职

业技术学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机电”）, 系由张秀成投资设立并经中山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注册登记，于 2008 年 10 月 6 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领取了注册号为 44200000017719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该出资事项业经中山百

富勤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8 年 9 月 17 日出具中百验字〔2008〕第 N-0128 号《验资报告》确

认。 

三、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外，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更正后的《启慧教育：2018 年年

度报告》详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 

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广东启慧教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