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   

4488 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董事会对审计报告中所涉

及的事项专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的内容：  

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一)、(二)所述，辉丰股份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因在经营中违反环保

法规，2018 年内被责令停产整治或关停，另有部分子公司因当地政府对所在工业园区统一

停产整治而停产；辉丰股份公司及子公司江苏科菲特生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相关责任人

员因非法处置危险废物被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以触犯污染环境罪向江苏省东台市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辉丰股份公司还因未及时披露违反环保法规信息而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截至审计报告日，辉丰股份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尚未恢复

生产；辉丰股份公司及子公司江苏科菲特生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刑事诉讼和信息披露立案

调查尚在进行中，因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所需履行的环境管控与修复亦尚在进行中。2018 年

度，辉丰股份公司已对停产涉及的长期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2,463.86 万元，并计提与讼诉相

关的环境污染赔偿及罚款支出 1,286.06 万元，计提环境管控与修复费用 10,967.03 万元。 

法院判决结果、中国证监会调查结果以及目前停产车间何时得以恢复生产存在不确定性，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该些事项的不确定性程度，该些事项可能对辉

丰股份公司持续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也可能对辉丰股份公司 2018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包括所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环境污染赔偿及罚款支出以及环境管

控与修复费用是否充分、适当。 

二、董事会关于 2018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部分所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审计意见客观反映了公司实际情况，对此意见予以理解和认可。

董事会作出如下说明： 

(一) 因违反环保法规而停产或被诉讼和立案情况 

1. 2018 年，本公司及子公司因违反环保法规而被责令停产，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具体车间 停产时间 停产原因 复产时间 

本公司 
制剂车间（J10、

I10、 I51） 
2018年 5月 9日 

因存在利用无防渗漏

措施的雨水管沟排放高浓

2018年 9月 26

日 



制剂车间（J30、

J71、J80、J81） 

度有毒有害生产废水、治污

设施不正常运行等问题被

盐城市大丰区环境保护局

责令停产整治。 

2018年 11月

19日 

合成车间（B50、

B60、B70、E10、

C50、C60、C10、

C20） 

2019年 1 月 3

日 

[注 1] 

其他车间 
尚未复产[注

2] 

江苏科菲特

公司 
公司整体 2018年 5月 9日 

因环保配套设施未经验

收、 

非法填埋危险废物等问

题被盐城市大丰区环境保护

局责令停产整治。 

尚未复产 

连云港华通

公司 
公司整体 

2018年 4 月 28

日 

当地政府对所在工业园

区统一停产整治而停产,后因

未经批准擅自将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废水托运至化工园区

外非法处置的行为被县政府

责令关闭。 

已关闭并重组 

[注 3] 

注 1：2019年 1月 2日，依照江苏省环保厅《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企业复产环保要求》及省环保厅

282号文的精神，盐城市大丰区环境保护局对公司环保问题整治情况及合成车间（B50、B60、B70、E10、

C50、C60、C10、C20）复产情况在大丰区人民政府网 “信息公开”栏下的环境保护局链接网站进行了公示，

同时，公司在盐城市大丰区环境保护局及大丰港石化新材料产业园进行了相关复产备案，上述车间已在 2019

年 1月 3日正式恢复生产。 

后因所在园区集中供热公司盐城市凌云海热电有限公司对其蒸汽管网全线进行安全监测、检修，辉

丰股份公司于 2019年 4 月 18 日起对原药合成车间进行临时停产，故上述车间重新进入停产状态。上述合

成车间至今尚未复产。 

注 2：公司环保问题整治及合成车间（H30、C30、B30、E60）复产申请于 2019年 2 月 28 日在大丰区

人民政府网“政务公开”栏下的环保局链接网站进行公示，具体复产时间尚未确定。 

注 3：2018年 6月，子公司连云港华通公司收到灌南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对连云港华通化学

有限公司关闭的告知书》（灌环发[2018]161号），责令其采取措施自行关闭到位。子公司连云港华通公

司已于 2019年 4月 15日完成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鉴于子公司连云港华通公司于 2018年下半年启动关闭注销流程，公司之另一子公司嘉

隆化工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与其签订《吸收合并协议》，约定由嘉隆化工公司吸收合并连云

港华通公司的所有资产和负债，所有债权和债务也均由嘉隆化工公司继承，并统一由嘉隆化



工公司按照园区规定进行整改。嘉隆化工公司已于 2019 年 4月 15 日完成吸收合并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2. 因违反环保法规而受到刑事诉讼 

2018 年 6 月，盐城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因本公司及子公司江苏科菲特公司涉嫌触犯污染

环境罪被立案侦查；2018 年 9 月，盐城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将本公司、江苏科菲特公司及相

关责任人员涉嫌环境污染案材料移送至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2018 年 12 月，江苏科菲

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因违反国家法规，触犯污染环境罪，由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向江

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9 年 3 月，本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因违反国家法规，触

犯污染环境罪，由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截至本财务

报表批准报出日，上述刑事诉讼尚在进行中。2019 年 3 月 26 日，公司与盐城市人民政府就

本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事项进行了磋商，并已与盐城市人民政府达成初步意向。截至本财

务报表批准报出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事项之相关赔偿协议书已在签署过程中。 

3. 因未及时披露环保违法事项而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 

2018 年 4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

查通知书》（苏证调查字 2018029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截至

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调查仍在进行中。 

4. 对环保违法、停产而计提预计费用和资产减值准备 

本公司及子公司江苏科菲特公司于 2018 年被政府部门责令停产整治，要求对所造成的

环境污染进行管控与修复。公司已积极着手实施环境管控与修复工作，计提环境管控与修复

费用 109,670,314.98元，并计提与诉讼案件相关的环境污染赔偿及罚款支出 12,860,554.25

元。均已计入 2018 年度损益。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涉及停产的本公司生产车间及子公司（包括十二(二)1所述子公司）

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 111,187.42 万元，已累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4,194.89 万

元。 

5. 采取的措施 

(1) 2019 年 1 月 10 日，本公司已与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有关资产收购的谅解备

忘录》，拟出售持有或控制的与农用化学品或农化中间产品的研发、生产、制剂、销售以及

市场营销相关的资产。 

(2) 积极与刑事诉讼案件赔偿权利人盐城市人民政府落实赔偿相关事宜。 



(3) 本公司将积极配合环保部门对本公司及子公司实施的停产整治，根据环境整治行动

的具体要求，逐一对相关环保工作进行自查和整改，完成后上报验收，争取尽快实现全面复

产，对于复产情况，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4) 在中国证监会调查期间，本公司将积极配合其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 本公司积极与金融机构进行协商争取提高融资授信额度。 

(6) 本公司将积极配合及应对相关部门对本公司及子公司江苏科菲特公司刑事诉讼调

查工作；同时，本公司认为上述诉讼所涉及事项不会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重大违法强制退

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五条所述情形，不会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3.3.1 条规定的相关情形。 

(二) 其他停产和立案调查 

1. 2018 年度，部分子公司因所在园区整体整治要求而被责令停产，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具体车

间 
停产时间 停产原因 复产时间 

嘉隆化工公司 
公司整

体 

2018年 4月 28

日 

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政府

根据省市政府关于灌河口突

出问题整治要求，决定灌南县

堆沟港镇化学工业园区内的

企业一律停产整治 

尚未复产 

连云港致诚化工有限

公司 

公司整

体 

2018年 4月 28

日 
尚未复产 

2. 2018 年 8月 15 日，江苏科菲特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沪证专调查

字 2018073号），因江苏科菲特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截至本财务报表批

准报出日，调查仍在进行中。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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