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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10月 25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经事后核查发现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导致部分内容有误。

现对《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错误内容予以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之“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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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数据录入错误。 

 更正前：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12,800,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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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202,867,400 

冻结 210,280,000 

刘志廷 境内自然人 1.80% 12,843,248    

王兆伟 境内自然人 1.03% 7,356,500    

刘志东 境内自然人 0.69% 4,911,600    

董燕华 境内自然人 0.62% 4,427,800    

#戴文 境内自然人 0.54% 3,858,895    

#张占军 境内自然人 0.33% 2,366,000    

高华 境内自然人 0.28% 2,000,000    

#彭光伟 境内自然人 0.26% 1,832,383    

朱玉良 境内自然人 0.24% 1,706,6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徐州丰利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10,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280,000 

刘志廷 12,843,248 人民币普通股 12,843,248 

王兆伟 7,356,500 人民币普通股 7,356,500 

刘志东 4,911,600 人民币普通股 4,911,600 

董燕华 4,427,800 人民币普通股 4,427,800 

#戴文 3,858,895 人民币普通股 3,858,895 

#张占军 2,3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6,000 

高华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彭光伟 1,832,383 人民币普通股 1,832,383 

朱玉良 1,706,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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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后：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6,81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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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202,867,400 

冻结 210,280,000 

刘志廷 境内自然人 1.80% 12,843,248    

王兆伟 境内自然人 1.03% 7,356,500    

刘志东 境内自然人 0.69% 4,911,600    

董燕华 境内自然人 0.62% 4,427,800    

#戴文 境内自然人 0.54% 3,858,895    

#张占军 境内自然人 0.33% 2,366,000    

高华 境内自然人 0.28% 2,000,000    

#彭光伟 境内自然人 0.26% 1,832,383    

朱玉良 境内自然人 0.24% 1,706,6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徐州丰利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10,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280,000 

刘志廷 12,843,248 人民币普通股 12,843,248 

王兆伟 7,356,500 人民币普通股 7,356,500 

刘志东 4,911,600 人民币普通股 4,911,600 

董燕华 4,427,800 人民币普通股 4,427,800 

#戴文 3,858,895 人民币普通股 3,858,895 

#张占军 2,3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6,000 

高华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彭光伟 1,832,383 人民币普通股 1,832,383 

朱玉良 1,706,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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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戴文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458895 股,通过融资融券持有 3400000 股,合计持有 3858895 股;

公司股东张占军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股,通过融资融券持有 2366000股,合计持有 2366000股;公司

股东彭光伟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通过融资融券持有 1832383 股,合计持有 1832383 股。 

 

二、第三节、重要事项“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

况及原因”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其他应

付款根据财政部最新报表科目填列。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更正原因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应根据“应收

票据”和“应收账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数填列；其他应收款余额更正原因为：

其他应收款项目，应根据“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科目的期

末余额合计数填列，变动比例未超 30%；应付票据期末余额更正原因为：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应根据“应付票据”科目的期末余额，以及“应付账款”和“预

付账款”科目所属的相关明细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合计数填列，变动比例未超

30%；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更正原因为：其他应付款”项目，应根据“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合计数填列。 

更正前： 

报表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余额（元）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14,172,432.00 183,112,382.34 -92.26% 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 92.26%，主要原因是

本期使用票据结算的付款及武汉凯迪商承

未兑付，对该事项重新认定所致。 

其他应收款 351,960,580.91 269,205,614.65 30.74%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 30.74%，主要原因

是本期与江苏永葆解除股权收购协议及退

回江苏洁赢承兑所致。 

应付票据 25,314,000.57 139,078,986.08 -81.80% 应付票据较年初减少 81.08%，主要原因是

本期票据到期增加票据支付所致。 

其他应付款  175,055,243.45   303,117,828.11  -42.25% 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减少 42.25%，主要原因

是本期与江苏永葆解除股权收购协议，减

少股权款支出所致。 

更正后： 

报表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余额（元）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575,585,489.62 901,774,916.01 -36.1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较年初减少 36.17%，

主要原因是本期使用票据结算的付款及武

汉凯迪商承未兑付及增加资产减值损失所

致。  

其他应收款 309,660,713.29 249,253,947.30 24.24%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 24.24%，主要原因

是本期与江苏永葆解除股权收购协议及退

回江苏洁赢承兑所致。 

应付票据 540,329,781.73 611,667,495.34 -11.66% 应付票据较年初减少 11.66%，主要原因是

本期票据到期增加票据支付所致。 

其他应付款 175,055,243.45 303,747,858.99 -42.37% 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减少 42.37%，主要原因

是本期支付股东股利和本期与江苏永葆解

除股权收购协议，减少股权款支出所致。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除涉及上述更正的数据相应变动外，原公告其他内容

不变。公司对此次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

露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