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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0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2019-019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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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年度报告均无异议。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孙予罕 董事 工作原因 崔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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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4603453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送红股 2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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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科技 股票代码 00214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学明 孙政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东路 70 号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东路 70 号 

电话 0551-63626589 0551-63626768 

电子信箱 zhangxueming@chinaecec.com sunzheng@chinae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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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煤化工、天然气化工、石油化工、有机化工、无机化工、

精细化工、环境市政、景观园林、民用建筑、热电等多个行业或领域的工程咨询、设

计、施工与工程总承包等业务。随着芜湖东华六郎水务、东至东华水务、科领环保股

份等多个运营实体竣工投入运营，公司投资运营业务规模不断扩大。此外，公司致力

提供商业保理金融服务，保理业务份额持续增加。 

   （2）报告期内的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或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公司继续推进“经

营生产一体化”，在巩固合成气制乙二醇、氯化法钛白等传统优势业务的同时，积极

调整业务结构，改变主营业务产品相对集中的局面；另一方面，公司依托获取的施工

承包资质，实施工程施工业务，以降低项目管理成本，促进业务转型。具体如下： 

①开发化工新技术市场。公司依托与专利商的良好合作，积极寻求新产品、新技

术的市场推广和应用，大力开发非传统优势的业务市场，着力形成差异化的市场竞争

态势。2018年，公司承担了碳酸锂、光热发电、聚碳酸酯、R-GAS气化等新产品、新领

域业务，实现跨行业、跨领域发展。 

②实施工程施工业务。近两年来，公司相继获得“石油化工施工总承包壹级资

质”、“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及“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并于2018

年10月成立工程建设事业部，筹划开展施工业务。公司开展施工业务，旨在依托公司

工程总承包的项目渠道和基础设施业务的建设市场，利用公司工程项目管理优势，拓

展公司工程项目业务链，降低工程项目管理成本，奠定公司发展及业务转型的基础。

目前，公司正在筹备实施福化天辰气体有限公司大型煤气化等项目的施工工作。 

③拓展基础设施业务。公司紧抓国家“长江大保护”等重大发展战略，利用工程

技术优势和上市公司资本优势，整合属地社会资源，积极拓展基础设施项目市场。作

为项目联合体单位之一中标了投资额为132.6亿元的安庆高新区山口片综合开发PPP项

目，实现了基础设施领域业务的突破。 

    （3）市场竞争格局及地位分析 

    公司源自于原部属大型设计单位，拥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全国75家具有工程

设计综合甲级资质的企业之一，同时拥有石油化工一级施工资质，主营业务已覆盖国

内几乎所有省市，以及境外多个国别和地域，连年进入勘察设计行业百强序列。 

    工程建设市场属于开放的市场，也是完全竞争性领域，既存在资质、技术、管理、

资金等能力的要求，又存在行业、地区等保护或限制。公司主营业务的竞争对手主要

来自于化工、石化等行业的大中型工程公司，一是国有大型工程公司，其拥有各自的

专业工程业务和细分领域优势，并具有一定的稳定市场；二是国外工程公司，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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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目前主要在境外市场形成业务竞争；三是民营工程公司，

拥有一定技术专长，一般成立时间不长，企业规模、业务体量有待扩张，但机制灵活、

发展较快。公司在环境市政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主要来自于传统市政行业的勘察设计

企业、环保专业特长的工程公司、环保板块的上市企业；PPP等基础设施领域的业务竞

争方主要集中在从事传统施工行业的大型中央企业、环保板块的上市企业。 

    公司在细分技术优势领域以及占有份额等情况如下： 

（1）传统煤化工领域。紧抓国家“十三五”期间传统行业的升级改造带来的尾盘

机会，加快推进国内传统化工行业技术升级改造和搬迁项目进程。相继承揽江苏德邦

兴华化工合成氨/尿素搬迁改造、福建福化天辰气体大型煤气化、浙江晋巨化工合成氨

原料路线及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江苏华昌化工氮肥生产装置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开曼

铝业配套煤制气升级改造项目、山东联盟化工合成氨节能升级改造等传统煤化工项目，

持续丰富公司在煤制甲醇、合成氨/尿素、煤制氢气等产品上的工程建设业绩，巩固了

公司在传统煤化工工程领域的优势地位。 

（2）现代煤化工领域。公司承揽的合成气制乙二醇、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甲

醇制芳烃等现代煤化工业务为完成年度各项经营目标提供了巨大支撑，特别是合成气

制乙二醇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始终保持着国内外市场的领先地位。2018年，公司承接

了山西松蓝化工煤制乙二醇、山西蔺鑫焦炉煤气制乙二醇、榆林化学煤炭分质利用制

化工新材料示范项目、山西美锦综合尾气制乙二醇联产LNG、新疆致本天然气精制化学

品、内蒙古双欣电石尾气综合利用、大唐国际阜新和克什克腾生产装置调峰等多个大

中型乙二醇项目的工程设计或工程承包业务，年度合计签约乙二醇装置的产能超过400

万吨/年。同时，公司积极促进项目业主以工程总承包的模式开展项目工程建设。 

（3）新材料领域。钛白是公司传统的优势产品之一，特别在氯化法钛白技术的工

程应用上更具垄断优势。2018年，公司跟踪并推进多个氯化法钛白项目，承接攀钢集

团钛业公司60kt/a熔盐氯化法钛白项目，保持了公司在氯化法钛白工程业务的国内优

势地位；持续加大开拓新材料领域力度，积极拓展聚碳酸酯、有机硅等市场，承接了

营口佳孚石化聚碳酸酯、山东明化新材料合成气一步法制均四甲苯、合盛硅业硅氧烷

及下游深加工、埃得新材料聚苯醚及邻甲酚、合肥中聚天臣电子材料半导体级显液、

格尔木藏格锂业碳酸锂、阿科玛中国ASP聚酰胺改性等项目的工程设计，大大提升了公

司在新材料领域的市场影响力。 

（4）磷复肥、硫酸领域。磷复肥、硫酸是公司传统的优势项目，保持了较高的市

场占有率。近年来，公司依托技术优势，形成了对公司主营业务的有力补充，国内市

场重点关注该领域的搬迁入园项目和升级改造项目。借助“一带一路”，境外市场重

点开拓已形成业绩的摩洛哥、突尼斯、埃及、东南亚等国别和地域。 

（5）煤炭分质分级利用领域。煤炭分质分级利用是国家重点开发的领域，是实现

煤炭清洁利用的主要途径之一。2018年公司承揽陕煤集团榆林化学煤炭分质利用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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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新材料示范项目、山东天安煤炭提质高效综合利用项目等，为煤炭分质分级利用开

辟了新的思路，有力推进了煤炭分质利用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6）新技术、新产品开发领域。新技术、新产品的持续开发和市场化应用是公司

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之源。2018年公司召开第五届科技

大会，发布了目前正在积极开发与推广的合成气直接制烯烃（FTO）、R-GAS煤气化、

熔盐储热、碳酸锂、土壤修复和水环境治理等新技术领域。公司承接的适合山西高灰

熔点及低质煤大规模粉煤气化技术开发与工业示范项目的总承包，为R-GAS煤气化的市

场推广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同时也为公司形成新的差异化的市场竞争和产品集群

储备技术条件。 

（7）环境保护领域。环保产业是公司传统优势业务，是公司长期重点发展的业务

板块，也是公司业务转型的方向之一。为形成合理的资产结构，严格防控投资风险，

公司适度调整环境与新能源产业和实业的投资节奏，扎实推进阜阳市城区水系统综合

整治、东至污水处理、安庆高新区、宿州河道治理等结转的投资类项目落地和执行。

利用国家“退城入园”等政策要求，充分发挥公司在工业废水处理领域具有较强的技

术优势，继续全力开拓咨询设计和工程总承包业务，重点关注黑臭水体治理、重点流

域和近岸海域综合整治，以及城市污水管网与处理设施建设、固体废弃物与城市垃圾

分类处置。目前，公司正在执行项城市污水、福建宁德危废等工程总承包项目，以及

合肥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四期、九江市龙开河黑臭水体治理、巨化园区污水提标扩容、

绩溪县城乡污水综合处理、扬子石化水厂总排提标改造等项目工程设计项目。公司以

此为基础，力求以点带面，持续拓展污（废）水处理和危（固）废治理业务市场。公

司借助国家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进一

步加强与优势技术资源的合作，广泛宣传呼图壁工业园土壤修复以及舟山岱县盐场土

壤改良工程成果，扩大土壤修复领域的业务份额。 

（8）基础设施领域。公司紧紧围绕“长江大保护”等国家战略，重点关注在市政、

水利、灾害防治、江河湖畔流域治理等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以及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的建设，积极参与枣庄园区、台儿庄园区、安庆高新区、马合钢工业遗存保护等基础

设施项目的市场开发，快速提升公司非化工领域市场份额占比。同时严格执行国务院

国资委关于对基础设施市场开发以及投资类项目的管控要求，调整、优化对基础设施

领域项目的参与模式，实现风险可控。 

   （9）其它领域。公司是国内率先开拓LNG市场的工程公司之一，拥有较为稳定的客

户群体；在热电、仓储、空分等细分市场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依托在熔盐储热等领

域的技术优势，努力开拓光热/储热技术市场。先后承揽杨凌液化天然气（LNG)应急储

备调峰项目、济南港华安子坡LNG储配站、山西美锦综合尾气制乙二醇联产LNG项目、

甘肃中石油昆仑燃气气化设施改造，壳牌嘉兴油库、福斯润滑油吴江工厂罐区扩建项

目，以及空气化工产品公司空分装置工程设计等，继续保持公司在相应领域里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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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公司承揽了乌拉特中旗导热油槽式100MW光热发电项目热传储热岛工程设计项

目，获得了首套光热/储热技术的工业化应用业绩，奠定了拓展该领域工程业务的业绩

基础。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4,034,046,570.12 2,908,838,388.09 38.68% 1,672,973,59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269,862.29 -63,135,836.62 334.84% 81,800,18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3,940,146.66 -65,185,495.28 320.60% 74,872,765.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2,332,348.62 397,203,839.39 -208.84% 191,109,844.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14 335.71%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14 335.71%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1% -3.16% 10.47% 4.0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5,931,615,986.83 6,161,416,826.20 -3.73% 5,846,099,17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04,027,959.35 1,953,682,633.96 7.70% 2,039,922,776.0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04,287,609.24 777,319,554.82 991,702,405.50 1,860,737,00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72,177.96 47,727,293.28 45,183,314.04 29,287,07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606,944.27 47,725,836.62 44,998,100.51 25,609,265.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9,605,785.14 -145,500,298.59 -38,447,846.95 181,221,582.0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0,28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0,16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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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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85% 262,504,434 0   

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2% 13,001,93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2% 7,661,70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46% 2,061,316 0   

于栋 境内自然人 0.46% 2,038,100 0   

吴光美 其他 0.44% 1,953,950 1,465,462   

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8% 1,712,335 0 质押 1,712,33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6% 1,611,532 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自然人 0.35% 1,577,001 0   

袁经勇 境内自然人 0.31% 1,368,960 1,026,7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安

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公司股东

吴光美先生由于担任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从而与

其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公司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于栋共持有公司股份 2038100 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数量为 1660200 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7790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

的公司债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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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土木工程建筑业 

公司牢固确立经营在各项工作中的“龙头”地位，领导带头、全员参与经营工作，

切实转变由做项目到做市场的经营理念，对接大业主、大客户、大项目，树立大市场

观念，建立大经营格局。公司坚持实施经营生产一体化，持续完善国内外市场分片区

管理制度，做精市场管理，做细市场营销。进一步完善经营考核奖惩机制，切实增强

营销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公司将经营成果发布纳入生产运营会议之中，在月初召

开专题会议，通报项目跟踪、投标报价、指标完成等情况，并总结经验、分析问题、

部署工作，确保实现年度各项经营工作目标，推动市场开发再上新台阶。 

2018年，公司（含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累计签约工程合同额53.55亿元，同比增长

18.53%，其中：签约工程总承包合同48.04亿元，同比增长12.90%；签约咨询、设计合

同5.51亿元，同比增长109.51%。公司签约项目涉及煤化工、化工、石化、精细化工、

环境市政园林、建筑等多个领域，其中：化工、煤化工、石化项目签约额为37.74亿元，

占年度合同总额的70.48%；环境市政、河道整治类项目签约额为14.47亿元，占比为

27.02%；建筑、电力、医药等项目签约额为1.34亿元，占比为2.50%。总体上看，由于

国内化工行业企稳回暖，公司化学工程业务的合同签约同比大幅增长，尤其是依托合

成气制乙二醇产品的技术领先优势，市场份额稳步提升；同时公司有效拓展了化工新

产品、新材料领域，适度改变传统化工领域项目占比较高的局面，但主营业务产品仍

然过于集中；环境市政等业务同比有所下降，主要在于公司合理调整环境市政、河道

整治类PPP业务的拓展节奏，做到稳中求进，防控风险；建筑、医药等项目同比增加，

公司业务领域不断拓展，合同结构日趋合理。咨询设计合同签约创历史新高，表明公

司经营生产一体化策略和大市场观念初见成效，并为后期经营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在市场经营过程中，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国内经营工作 

全力巩固乙二醇工程市场。公司持续优化合成气制乙二醇的生产技术，有效降低

项目投资和产品生产的成本，提高产品的优等品率，持续巩固乙二醇生产工艺的领先

优势。公司依托技术优势和工程业绩，加大对重点项目的跟踪和培育，相继签约了浙

江桐昆、神华榆林、陕煤榆林、山西松蓝、鹤岗睿泽、六安海泉、邢台中能、内蒙古

开滦、山西蔺鑫、伊泰能源、苏新能源、大唐阜新、大唐克旗、茌平信发、华亭煤业、

美锦华盛、新疆致本、双欣节能、广西华谊等大中型乙二醇建设项目的咨询、设计、

总承包和EPCM合同，稳步提升在乙二醇细分市场的占有份额。本年度，新签乙二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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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合同储备，为公司打造新的产品集群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大力拓展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公司推进产品多元化发展方略，紧盯传统行业升级

改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的市场机会，以技术提升作为着力点，坚定不移以创

新驱动业务多元化发展，重点拓展精细化学品、特色专用化学品、合成材料等业务市

场，先后承揽了碳酸锂、硅氧烷、氯化法钛白、聚碳酸酯、高纯纳米电子陶瓷、钒钛

资源综合利用、半导体级四甲基氢氧化铵、食品级磷酸、光热发电、R-GAS气体等新

技术产品的咨询、设计、总承包业务，促进了跨产品、多元化发展。 

持续打造环保业务板块。公司充分利用在工业环保、建筑等方面的丰富业绩和先

进技术，重点推进公司传统优势的污（废）水处理和危（固）废治理的业务开发，加

强对江河、湖畔流域环境治理的市场拓展，积极开拓土壤修复业务，实现环保板块各

个产业链业务的齐头并进，相继承揽了神华榆林污水、新疆天业园区污水、项城市污

水、福建宁德危废、巨化园区污水提标扩容等工程总承包项目和九江市龙开河黑臭水

体治理、绩溪县城乡污水综合处理、扬子石化水厂总排提标改造项目等大中型环保项

目的咨询与设计。同时，公司在土壤修复领域的业务业绩也有所突破。 

积极开拓基础设施业务。公司坚决服务、快速融入国家“长江大保护”等重大发展

战略，充分利用作为科技型企业的技术优势和作为上市公司的资本优势，整合属地社

会资源，先后参与了枣庄园区、台儿庄园区、安庆高新区、马合钢工业遗存保护等基

础设施项目的市场开发工作。作为项目联合体单位之一，公司于2019年1月9日中标总

投资额达132.6亿的安庆高新区山口片综合开发PPP项目，实现了基础设施领域业务的

突破。 

（2）境外经营工作 

公司着力推进境外业务经营，结合公司境外业务的经营状况和有关战略布局的实际需

求，及时调整境外业务的拓展策略，重点聚焦北非区、俄语区和中东区域，增大人力

资源投入，增加境外区域驻点，优选海外业务技术配合团队，并适时联合中建、中信

建设、中成股份、江西国际等大中型企业组团出海，储备了一些有签约潜力的大型总

承包项目。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总承包收入 3,785,020,372.74 126,567,240.17  10.31% 39.64% 187.12%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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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技术性收入 230,704,602.70 52,751,150.92  25.80% 20.51% 15.93% -5.2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

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上年上升38.68%，营业成本同比上年上升44.97%，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年上升334.84%。主要原因一是公司承建的大型总承包项目进展正常，按完

工进度确认的收入同比增加，二是2018年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较2017年大幅减少。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变更原因：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

了《财政部关于修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了修订。 

变更内容：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

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

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

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

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

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

应付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审议通过。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本期金额为

840,548,392.03 元 ， 上 期 金 额 为

698,636,631.04元；“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本期金额为2,175,570,075.13元，上

期金额为1,983,034,264.88元；“应收利

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合并

列示为“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为

62,517,929.74 元 ， 上 期 金 额 为

70,470,927.22元；“应付利息”、“应付股

利”和“其他应付款”合并列示为“其他应

付款”，本期金额为22,222,604.30元，上期

金额为20,981,971.39元。 

变更原因：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

了《财政部关于修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了修订。 

变更内容：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

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

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

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

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较

数据相应调整。 

董事会 

审议通过。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130,425,719.29

元，上期金额102,173,851.44，重分类至“研

发费用”。 

变更原因：财政部于2018年9月5日发布 董事会 调减“营业外收入”本期金额490,27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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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财政部关于修印发关于2018年度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有关问题进

行了解读。 

变更内容：将公司取得的个人所得税手

续费返还款放入“其他收益”项目。 

审议通过。 元，上期金额10,612.25元，重分类至“其他

收益”。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光美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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