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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科融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度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雄安科融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融环境”或“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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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现将公司 2017 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2017 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概述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106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主要内容为：指出公司通过将 21 个项目调试报告日期由以前年度涂改为 2017

年，并在 2017 年度确认调试收入，虚增 2017 年度利润 7,178,800.95 元。 

公司收到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成立专项小组开展全面自查工作，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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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

定，对 2017 年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相关会计期间的财务数据进行了调整。 

二、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的影响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2017 年年末应收账款调减 194,628.58 元，递延所得税

资产调增 29,194.29 元，未分配利润调减 165,434.29 元。合并利润表中，2017

年年度营业收入调减 7,285,004.78 元，营业成本调减 106,203.83 元，税金及附

加调减 148,614.09 元，资产减值损失调增 107,030.54 元，所得税费用调减

1,070,582.61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调减 6,066,634.7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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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资产负债表中，2017 年年末应收账款调减 194,628.58 元，递延所得税

资产调增 29,194.29 元，未分配利润调减 165,434.29 元。公司利润表中，2017

年年度营业收入调减 7,285,004.78 元，营业成本调减 106,203.83 元，税金及附

加调减 148,614.09 元，资产减值损失调增 107,030.54 元，所得税费用调减

1,070,582.61 元，净利润调减 6,066,634.79 元。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7年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应收账款 718,478,292.59 -194,628.58 718,283,664.01 

流动资产合计 1,530,290,182.14 -194,628.58 1,530,095,553.56 

递延所得税资产 46,007,821.16 29,194.29 46,037,015.45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96,054,364.53 29,194.29 1,496,083,558.82 

资产总计 3,026,344,546.67 -165,434.29 3,026,179,112.38 

未分配利润 -81,568,553.91 -165,434.29 -81,733,988.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82,255,767.94 -165,434.29 1,182,090,333.6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230,284,284.33 -165,434.29 1,230,118,850.0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总计 
3,026,344,546.67 -165,434.29 3,026,179,112.38 

     2、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7年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应收账款 417,642,662.24 -194,628.58 417,448,033.66 

流动资产合计 967,165,959.34 -194,628.58 966,971,330.76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447,045.48 29,194.29 35,476,239.7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26,348,967.58 29,194.29 1,226,378,161.87 

资产总计 2,193,514,926.92 -165,434.29 2,193,349,492.63 

未分配利润 73,610,085.41 -165,434.29 73,444,651.1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

计 
1,303,069,643.28 -165,434.29 1,302,904,208.9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总计 
2,193,514,926.92 -165,434.29 2,193,349,492.63 

（二）利润表项目 

1、合并利润表 

项目 
2017年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营业收入 661,795,558.70 -7,285,004.78 654,510,553.92 

营业成本 523,829,158.12 -106,203.83 523,722,954.29 

税金及附加 7,225,485.89 -148,614.09 7,076,871.80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59,045,615.69 -107,030.54 -59,152,646.23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13,836,885.73 -7,137,217.40 6,699,668.3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0,671,310.16 -7,137,217.40 3,534,092.76 

所得税费用 7,946,117.20 -1,070,582.61 6,875,534.5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2,725,192.96 -6,066,634.79 -3,341,441.8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10,320,897.45 -6,066,634.79 4,254,262.66 

2、公司利润表 

项目 
2017年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营业收入 305,053,523.21 -7,285,004.78 297,768,518.43 

营业成本 231,199,226.96 -106,203.83 231,093,023.13 

税金及附加 4,471,011.87 -148,614.09 4,322,397.78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40,665,173.92   -107,030.54  -40,772,204.46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48,457,100.61 -7,137,217.40 41,319,883.21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46,039,652.83 -7,137,217.40 38,902,435.43 

所得税费用 6,941,767.81 -1,070,582.61 5,871,185.20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39,097,885.02 -6,066,634.79 33,031,250.23 

 

三、会计师事务所就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出具的专项鉴证报告 

公司聘请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事项出具了《关于 2017 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中证天通[2021]证特审

字第 0100001 号）。 

四、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审批程序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五、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和对相关期间会计报表的调整，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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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

和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准确的反应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

量。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和对相关期间会计报表的调整，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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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要求，有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相关会计期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上述会计差

错更正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和对相关期间会计报表的调整，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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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要求，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相

关制度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更新后）； 

5、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7 年度会计差错更

正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雄安科融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