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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2                           证券简称：科融环境                           公告编号：2019-070 

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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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无变更，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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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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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融环境 股票代码 3001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宗冉 艾晨 

办公地址 徐州市经济开发区杨山路 12 号 徐州市经济开发区杨山路 12 号 

传真 010-88332810 010-88332810 

电话 010-88332810  010-88332810 

电子信箱 dongban@kre.cn dongban@kre.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业务归为三大核心业务板块，主要在洁净燃烧、烟气治理、水利及水环境治理等领域开展业务。 

 

 主要涵盖双强微油点火技术、等离子无油点火技术、锅炉/工业窑 

                                 炉启动燃烧技术、油气超低氮燃烧技术、特种燃烧技术、工业火炬 

 技术、工业窑炉技术、燃烧检测与控制技术。 

 

 主要涵盖“近零排放”工程；节能、减排综合利用；湿式静电除尘 

洁净燃烧 

烟气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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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烟气脱硫工程（干法、湿法）；烟气脱硝工程（SCR、SNCR）、 

 除尘工程。 

 

 主要涵盖市政饮用水工程；脱盐水、化水及工艺用水工程；饮料、 

 医药及电子光伏超纯水工程；污水处理工程；中水回用及污水资源 

 化工程；高难度高盐废水处理回用及零排放工程；海水淡化工程； 

 特种制膜产品。 

公司现阶段从事的节能环保等相关业务主要采用的是 EP 及 EPC 的经营模式，EP（Engineering Procurement）和 EPC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都是指公司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

行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公司在总价合同条件下，对其所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费用和进度进行负责。 

在行业竞争格局方面，2018 年公司通过细化产品分级、优化系统配置、确保产品质量等多种方式进一步稳定了传统重

点客户。公司将持续重视技术研发工作，继续开展了燃气超低氮燃烧器、燃油低氮燃烧器、等离子发生器、高效低氮工业煤

粉燃烧器、废气治理等多样化技术开发及相关产品的应用研究，保证研发成果的市场推广性和应用性，保持公司的持续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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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26,434,765.

68 

661,795,558.

70 

661,795,558.

70 
-20.45% 

764,866,897.

97 

764,866,897.

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475,698,175

.60 

37,459,960.4

8 

10,320,897.4

5 
-4,709.08% 

-131,840,664

.56 

-291,725,450

.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48,701,121

.63 

-55,441,013.

10 

-82,580,076.

13 
-80.07% 

-147,062,009

.55 

-306,946,795

.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33,965,553.

83 

-101,481,954

.54 

-101,481,954

.54 
-66.53% 

243,141,240.

61 

243,141,240.

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74 0.05 0.0145 -4,702.76% -0.18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74 0.05 0.0145 -4,702.76% -0.18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37% 2.72% 0.88% -51.25% -9.32% -22.3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 2016 年末 

水利及水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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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元） 
2,057,086,84

4.63 

3,286,745,64

6.37 

3,026,344,54

6.67 
-32.03% 

3,060,100,02

5.08 

2,817,983,19

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702,281,501.

84 

1,396,390,26

4.73 

1,182,255,76

7.94 
-40.60% 

1,360,659,75

4.78 

1,173,664,32

1.02 

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9 年 1 月 10 日，江苏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9】5

号），要求公司在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整改工作。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

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公司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9）、 《关于江苏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更正后）》

（公告编号：2019-058）、《2017 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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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17,489.08 242,579,965.08 83,699,745.34 123,037,56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60,673.78 -39,186,006.25 -222,248,057.61 -199,303,43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862,109.12 -48,023,276.83 -194,811,306.24 109,995,570.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58,967.79 -18,274,195.70 -64,842,779.82   76,310,3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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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68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5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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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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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丰利科

技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50% 210,280,000 210,280,000 

质押 202,867,400 

冻结 210,280,000 

刘志廷 
境内自然

人 
1.80% 12,843,248 12,843,248   

王兆伟 
境内自然

人 
1.03% 7,356,500 7,356,500   

刘志东 
境内自然

人 
0.69% 4,911,600 4,911,600   

董燕华 
境内自然

人 
0.61% 4,360,000 4,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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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占军 
境内自然

人 
0.41% 2,889,700 2,889,700   

高华 
境内自然

人 
0.28% 2,000,000 2,000,000   

#陈成俊 
境内自然

人 
0.21% 1,515,500 1,515,500   

#董晓艳 
境内自然

人 
0.16% 1,173,000 1,173,000   

胡凯 
境内自然

人 
0.15% 1,060,000 1,0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徐州丰利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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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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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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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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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之后，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至千年大计的高度，在监管趋严和投资增加的背景下，2018年是环保需求持续增长的

一年，工业环保的市场需求加速。作为国内环保行业著名企业、新型综合性环保节能服务商，公司对环保产业的持续深耕，

也将为自身的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公司传统业务是设计制造锅炉点火及燃烧成套设备和控制系统，其双强少油煤粉点火技

术和烟风道燃烧器技术国内领先，并拥有亚洲最大的燃烧与点火试验装置。 

面对环保产业的良好发展前景，公司积极开展相关战略布局，利用公司平台有效整合环保行业资源，实现各大业务板块

之间的协同效应，延伸产业链条，形成内部各产业之间相呼应的生态产业圈，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方针和经营目标，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明确各子公司业务定位，逐步形成经营合力 

根据战略发展需要，明晰和细化各子公司业务定位，加强对公司直接投资项目的管理，从组织机构设置和管理人员的工

作水平上严格把关，强化固废业务的建设成本与设备质量的管控，提高运营项目管理水平。 

（二）持续推进精细化管理，提升企业管理效能 

不断完善优化管理考核机制，着眼于提升业绩和管理水平，充分发挥业绩考核体系导向作用，实行差异化考核。按照讲

业绩、重回报、强激励、硬约束的要求，与各子公司签订经营目标责任状，同时不断完善授权体系，将经营管理成果与个人

价值回报紧密挂钩。清晰管理层次，明确定位，鼓励各业务板块、各部门、各事业部在授权范围内充分发挥工作积极性、主

动性。公司职能部门本着协调、指导、监督、服务的原则，从主营业务结构变化和发展需求出发，积极转变职能，创造性开

展工作，逐步规范公司各系统基础管理工作，不断强化各项管理措施，提高决策部署执行力。 

（三）加强财务资金管理 

进一步强化应收账款管理，一方面要对应收账款及时收回，另一方面加强结算工作，加速资金回笼，让项目经营成果转

变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强化固定资产的盘活和利用，有效利用办公区域、生产厂区及生产设备，减少新的不良资产

的产生，强化效益意识，提高资产周转率，努力实现资源占用规模最优化。 

（四）强化全面预算刚性约束，推动经营目标落地 

总经理和子公司、事业部负责人为业务板块经营目标的主要负责人，工作目标层层分解和落实，用刚性预算指导全年的

经营工作。督促各子公司的经营部门夯实成本管理基础，确保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及时性，促进经营部门与财务部门加强数

据融合，逐步形成可分解、可集中的成本信息体系。 

（五）优化流程，加强服务与监督 

根据公司目前的业务特点和管理模式，修订内部制度、流程框架，进一步增强内部管理和运作的规范性；明晰公司内部

运作模式，修订并下发各子公司及事业部授权手册，在充分授权的同时，强化制度执行的稽查，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建

立符合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特点的切实可行的绩效考核体系，以年度经营重点、难点和管理效率、效益提升为主线，开展绩效

考核工作，突出工作责任和管理责任的落实，保障公司重点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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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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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净燃烧及锅炉节

能提效经营分部 
272,299,993.00 240,676,946.06 11.61% -17.05% -4.05% -11.97% 

烟气治理经营分

部 
56,318,557.01 50,380,703.68 10.54% -62.53% -61.46% -2.47% 

垃圾发电经营分

部 
29,475,678.33 33,232,866.32 -12.75% -20.26% 31.18% -44.21% 

水处理经营分部 180,856,235.46 140,417,727.47 22.36% 7.26% 4.84% 1.79% 

天然气分布式能

源经营分部 
      

抵销 -12,515,698.12 -12,366,369.58 1.19% -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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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52,643.4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0.45%，营业成本45,234.1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7,569.8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7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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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2)。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

此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公司根据上述会计政策要求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

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2018 年 10 月 2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34)。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要求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 2018 年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公司根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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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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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1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一季报会

计差错更正的议案》，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是公司财务人员在编制合并报表过程中未能正确理解会计科目借贷方在报表中的关

系，合并抵消分录本是相反编制，但是编制合并报表人员由于业务能力不够错将抵消分录写成借：其他应收款，贷：其他应

付款；借：应收账款，贷：应付账款；借：现金流量抵消错写成借：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贷：支付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编制合并抵消分录是为了真实、公允地反映母子公司作为一个整体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变动

情况，由于合并抵消分录编写错误，故相关数据未能抵消减少母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间往来及现金流，反而增加了合并

报表数据。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一季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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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 年 4 月，本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科融新生态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2、2018 年 5 月，本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科融(南京)生态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3、2018 年 6 月，本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雄安科融智能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4、2018 年 6 月，本公司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华夏科融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以上为公司在报告期内新增投资设立 4 家子公司，纳入公司本年度合并报表范围。 

5、2018 年 9 月，公司终止收购江苏永葆 100%股权，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终止收购江苏永葆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9），即报告期末，江苏永葆不再纳入公司本年度合并报表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