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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9                        证券简称：*ST科林                         公告编号：2020-013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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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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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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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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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科林 股票代码 00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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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东（代） 方芳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红黄路 121 号紫

荆商业广场 1 幢 37 楼 

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红黄路 121 号紫

荆商业广场 1 幢 37 楼 

电话 023-88561901 023-88561909 

电子信箱 zqb@sz002499.com zqb@sz002499.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所属行业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公司主要进行地面光伏电站、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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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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8,671,819.28 82,563,937.20 82,563,937.20 -41.05% 885,516,75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123,638,319.26 -538,508,546.84 -562,531,374.04 78.02% 41,608,39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37,247,431.04 -516,369,063.81 -540,391,891.01 74.60% -3,587,791.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67,105,739.68 -251,285,614.69 -251,285,614.69 73.30% -1,074,698,315.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5 -2.85 -2.98 78.19%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5 -2.85 -2.98 78.19%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39% -114.24% -122.46% 14.07% 5.7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元） 898,802,637.99 1,257,571,255.18 1,232,230,816.26 -27.06% 1,603,488,65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52,251,712.59 199,912,859.05 175,890,031.85 -70.29% 742,201,405.8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由于公司 2018 年面临逾期债务及诉讼，存在大量应收账款，可供经营活动支出的货币资金短缺，且主要的在建高邮项目已

经停工，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故无法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收入、成本、大额往来款项的确认事项发表

意见，鉴于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的整体影响是广泛和重大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对公

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8-208 号）。根据相关规则，公司股票于 2019年 4 月

26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为消除相关影响，2019 年度公司通过聘请外部中介机构对高邮项目工程进行造价核实，并与供应商核实工程金额、签订结

算或和解协议等措施，据此公司追溯调整了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主要调增营业成本 24,432,128.60 元，同时对预付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等科目进行了相应调整。天健会所对公司本次调整后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关于科林环保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天健审〔2020〕8-271 号）。 

由于 2018 年财务报表的更正，涉及公司 2019 年相关资产负债类科目的期初数据相应的调整，公司对 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

报表、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 2019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4月 29 日披露在《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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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047,266.40 20,477,291.07 8,035,061.24 10,112,20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05,280.01 -9,389,994.70 -15,608,619.16 -85,434,42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205,730.01 -7,575,795.82 -14,299,772.07 -102,166,133.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76,912.74 -68,449,511.66 6,438,988.13 6,281,69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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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6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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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东诚瑞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00% 35,910,000  

质押 35,910,000 

冻结 6,091,372 

宋七棣 境内自然人 14.31% 27,038,130  质押 8,928,779 

徐天平 境内自然人 4.52% 8,550,668  质押 3,005,536 

张根荣 境内自然人 4.50% 8,499,052  质押 2,806,633 

刘丽萍 境内自然人 2.53% 4,778,679    

付春洪 境内自然人 1.99% 3,763,200    

张祥林 境内自然人 1.69% 3,186,000    

周兴祥 境内自然人 1.59% 2,998,722  质押 990,265 

丁闵 境内自然人 1.45% 2,738,678    

陈国忠 境内自然人 0.89% 1,681,263  质押 659,2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刘丽萍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335,279 股，通过信达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的公司股份

443,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778,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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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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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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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受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光伏政策及流动性紧张等多种因素叠加的影响，公司2018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亏损，加之公司因2018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2019年的主要经营目标为在维持电站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尽

量消除由于2018年亏损及年报无法表示意见等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在董事会的指导下，经营层通过与债权人和解、债务

延期、诉讼等手段回笼了部分资金；另一方面，公司通过严格控制成本，减少管理费用支出。但由于2018年亏损严重，加之

2019年公司运营资金紧缺、融资举步维艰，公司暂无充足资金寻找及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导致2019年继续亏损。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币4,867.1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1.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2,363.83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亏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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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电站 EPC 

承包 
8,447,143.50 -13,566,024.63 -160.60% -80.55% -86.65% 73.40% 

电站运营维护

及其他 
40,224,675.78 24,397,528.80 60.65% 2.81% 42.98%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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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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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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和《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

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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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鉴于公司应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准则，根据财会﹝2018﹞15号的规定，公司需按照该文

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经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已于2019年1月1日起

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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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公司2018年面临逾期债务及诉讼，存在大量应收账款，可供经营活动支出的货币资金短缺，且主要的在建高邮项目已经

停工，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故无法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收入、成本、大额往来款项的确认事项发表意

见，鉴于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的整体影响是广泛和重大的，天健会所于2019年4月23日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9]8-208号）。根据相关规则，公司股票于2019年4月2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为消除相关影响，2019年度公司通过聘请外部中介机构对高邮项目工程进行造价核实，并与供应商核实工程金额、签订结算

或和解协议等措施，据此公司追溯调整了2018年度财务报表，主要调增营业成本24,432,128.60元，同时对预付账款、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等科目进行了相应调整。天健会所对公司本次调整后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关于科林环保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天健审〔2020〕8-271号）。 

由于2018年财务报表的更正，涉及公司2019年相关资产负债类科目的期初数据相应的调整，公司对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2019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披露在《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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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黎东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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