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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隆股份”）《2018

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

第一季度报告》已于 2019年 4 月 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上披露。经事后审查，因工作人员疏忽出现如下披露错误，现将有关内容进行更

正如下： 

    一、《2018 年年度报告》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中“五、主要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中，更正前：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255,062,703.58 -57,057,011.69 -547.03% 20,831,719.38 

    更正后：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255,062,703.58 -57,057,011.69 -- 20,831,719.38 

 

二、《2018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二、主营业务

分析”中“5、现金流”，更正前：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062,703.58 -57,057,011.69 -547.03% 

更正后：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062,703.58 -57,057,011.69 -- 

 

三、《2018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二、主营业务

分析”中“5、现金流”，更正前：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55,062,703.58 元，较去

年同期减少 547.03%，主要是由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更正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55,062,703.58 元，较去

年同期增加 312,119,715.27 元，主要是由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

加所致。 

 

四、《2018年年度报告》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中“三、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情况”中“1、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更正前：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

内增减

变动情

况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持有无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万海 境内自然人 0.61% 692,461 0 0 692,461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李万海 692,461 人民币普通股 692,461 

更正后：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

内增减

变动情

况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持有无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万海 境内自然人 0.61% 929,507 0 0 929,50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李万海 929,507 人民币普通股 929,507 

 

五、《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二、公司基本情况”中“3、主要会计数据和

财务指标”中“（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更正前：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062,703.58 -57,057,011.69 -547.03% 20,831,719.38 

更正后：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062,703.58 -57,057,011.69 -- 20,831,719.38 

 

六、《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二、公司基本情况”中“4、股本及股东情况”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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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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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万海 境内自然人 0.61% 692,461 0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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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万海 境内自然人 0.61% 929,507 0   

 

七、《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中“一、主要财务数据”，更正前： 

项 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5,062,703.58  -57,057,011.69 547.03% 

更正后： 

项 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5,062,703.58  -57,057,011.69 -- 

 

八、《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中“二、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

况分析”中“（四）现金流量情况分析”，更正前： 

项  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同比增减（%）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062,703.58  -57,057,011.69  547.03% 

更正后： 

项  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同比增减（%）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062,703.58  -57,057,011.69  -- 

 

九、《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中“二、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

况分析”中“（四）现金流量情况分析”，更正前：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55,062,703.58 元，较去

年同期增加 547.03%，主要是由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更正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55,062,703.58 元，较去

年同期增加 312,119,715.27 元，主要是由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

加所致。 

 

十、《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第二节“基本情况”中“二、报告期末股东总

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中“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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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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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万海 境内自然人 0.80% 85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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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万海 851,926 人民币普通股 851,926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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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万海 境内自然人 0.80% 1,2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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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万海 1,213,119 人民币普通股 1,213,119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上述更正不会

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5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