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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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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年度报告均无异议。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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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4531144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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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科技 股票代码 00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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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明 孙政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东路 70 号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东路 70 号 

电话 0551-63626589；13856022275 0551-63626768；13856002499 

电子信箱 zhangxueming@chinaecec.com sunzheng@chinaece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领域主要包括化工、环境治理及基础设施等工程业务、运营等实业

和商业保理等现代服务业。其中：工程业务系为国内外项目建设提供工程咨询、设计、施工

与工程总承包等服务；运营等实业系开展污水处理、固（危）废处置等运营管理业务。 

（2）报告期内的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或产品）及业绩驱动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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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战略引领，加快创新驱动，深入推进“生产经营一体化”，在继续巩固合成气

制乙二醇、氯化法钛白等业务领域优势地位的同时，大力打造基础设施板块，促进公司业务

转型。同时，公司不断夯实海外业务基础，着力提高企业创新力、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

和抗风险能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①推行经营模式变革，稳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公司结合公司的传统优势市场和产品特点，分别在西部区域设置西安和榆林、北部区域

设置呼和浩特、东部区域设置钦州共四个经营驻点，各驻点已全面开展经营工作，区域经营

工作初见成效。公司开展“国际化经营年”活动，克服疫情给海外业务开展带来的巨大影响，

聚焦重点区域市场，全面实行驻点营销，优化境外市场机构布局，重点在国内外资项目经营

上进行发力，成功中标AP印尼投资煤化工项目、埃及阿布塔磷酸厂项目总承包等项目。以强

有力的市场营销提升公司合同签约额。 

②夯实基础设施团队，打造多元化经营格局 

公司致力推动化工、基础设施两大板块齐头并进。整合民用建筑、环境市政和工程建设

三大板块，正式启动基础设施事业部建设和运营工作。基础设施事业部现有员工150余人，下

设市场战略部、运营管理部等六个部门，重点开拓新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治理、长江大保

护、军民融合类项目，以更专业的团队、更强大的力量促进基础设施业务发展，助力公司业

务转型。年度内已中标临庐产业园公共建筑、园林绿化、住宅设计、博汇集团土壤及地下水

修复工程EPC、麒麟河生态修复及河道治理项目工程设计等一批项目。以多元化的经营格局提

升公司主营业务。 

③重视责任成本控制，降本增效提升业绩 

公司厘清成本管理职责，梳理成本管控流程，形成全员参与、各负其责的成本管理体系，实

现项目全覆盖、管控全过程。年度内新开工总包项目经济目标责任书签约率为100%，总体责

任成本控制率达95.1%，保障实现降本增效。完善项目考核评价体系和指标体系，创新总包项

目经理及团队绩效薪酬激励模式，完善责任成本节余奖励机制，推动二次经营奖励、风险抵

押金激励的落地，有50多人次缴纳风险抵押金，以有效的成本控制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3）市场竞争格局 

作为工程公司，公司工程业务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专有的核心工艺技术、工程转化能力

和为业主提供全过程、多功能、全方位的服务能力上。近年来，随着PPP、F+EPC等业务模式

的推广，工程公司的资金实力、融资能力在市场竞争中也将发挥重要影响。 

工程建设市场属于开放的市场，也是完全竞争性领域，既存在资质、技术、管理、资金

等能力的要求，又存在行业、地区等保护或限制。同时，随着外部环境深刻变化，行业内竞

争不断加剧，竞争格局也正在调整。根据“五力分析模型”，主要从行业现有竞争者、购买

者、供应商、潜在进入者、替代者这五个方面的竞争力量进行分析。 

①行业现有竞争者 

在化学工程业领域，从企业类型上来分，现有竞争者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国有大型工

程公司，主要来自原化工部属的设计院，省属化工行业设计院，大型化工集团所属设计院等；

第二类是国外工程公司，一般具有先进的工艺技术和项目管理经验，具备较强的工程项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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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全方位服务力能，目前主要在境外市场形成竞争；第三类是民营工程公司，拥有一定

技术专长，一般成立时间不长，企业规模、业务体量有待扩张，但机制灵活、发展较快。从

专业化程度来讲，化学工程现有竞争者可以分为专有技术持有方、技术授权方，专有技术持

有方是指具有特定领域和产品专长的企业；技术授权方通常为依托其卓越运营能力积累了大

量技术和工艺的大型制造商。 

公司在环境治理领域的竞争对手主要来自于传统市政行业的勘察设计企业、环保专业特

长的工程公司、环保板块的上市企业；PPP等基础设施领域的业务竞争方主要集中在从事传统

施工行业的大型中央企业、环保板块的上市企业。 

②购买者 

公司在工程服务的主要购买者是国内外的各类项目业主。项目业主较为重视承包商的技

术水平、管理能力、服务意识、融资服务以及业绩状况，同时存在着压低工程服务价格、提

高工程产品质量等要求。对于公司拥有一定的技术和业绩优势的项目，公司则相对具有一定

的价格话语权。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越来越多的业主要求工程公司协助融资

甚至参与投资，这是一个新的业务模式和挑战。 

在基础设施和市政环保等业务的主要购买者是地方政府及其指定的投资人。地方政府等

购买者议价能力较强。 

③供应商 

公司供应商主要有工艺技术供应商、设备材料供应商和施工分包商。 

新技术、新工艺供应商有较强的议价能力。设备材料商对公司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但关键

设备的供应商仍具有相对较强的议价能力；施工分包商对公司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企业劳动

力供及者讨价还价能力提高。 

④潜在进入者 

潜在进入者的市场壁垒高，首先，相关领域技术和工艺难度普遍较高，且大部分工艺受

IP保护，市场需要开发自有工艺来建立壁垒；其次，在化工企业等下游客户心中建立良好的

声誉，并逐步建立成功的项目经验积累对于新入局者同样较难；再次，由于下游客户转换供

应商的成本较高，大多倾向于采用稳定的生产工艺，化学工程企业的下游客户资源与上下游

绑定关系至关重要；最后，企业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对项目进行预融资，而高效的供应商管

理和谈判能力同样对盈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对化学工程企业的财务能力和供应商管理

能力等提出较高要求。目前潜在进入者主要是原省级设计院以及向产业链上游延伸的化工企

业，随着省级设计院被并购进入其他大型工程公司或产业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业务形

成较大竞争。 

⑤潜在替代者 

    化工行业的设计和承包业务具有知识、技术、管理密集型的特点，目前尚不存在明显的

替代者。 

（4）行业地位分析 

公司源自于原部属大型设计单位，拥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全国80家具有工程设计综

合甲级资质的企业之一，连年进入勘察设计行业百强序列，也是国内工程勘察设计行业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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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上市的现代科技型工程公司。目前，公司致力为国内外工程项目建设提供咨询设计、项

目管理、施工、总承包等全过程、一体化的综合服务，主营业务已覆盖国内绝大部分省市以

及境外多个国别和地域，业务领域不断扩展，产业链不断延伸。 

公司在细分领域占有份额等情况如下： 

①传统煤化工领域。紧抓国家“十三五”期间传统行业的升级改造带来的尾盘机会，加

快推进国内传统化工行业技术升级改造和搬迁项目进程。报告期内相继承揽山西亚鑫焦炉气

制甲醇联产合成氨、山东方明化工已酮已内酰胺尾气综合利用、安庆曙光合成氨技改、江苏

德邦兴华搬迁改造项目、浙江巨化合成氨技改等项目，确保合成氨/尿素、煤制甲醇等传统化

工产品市场业务稳步提升，巩固公司在传统煤化工工程领域的优势地位。 

②现代煤化工领域。近年来，公司合成气制乙二醇、煤制天然气等现代煤化工业务为完

成年度经营目标提供了巨大支撑，特别是合成气制乙二醇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始终保持国内外

市场的领先地位。报告期内公司承接了陕煤榆林、安徽佑顺、安徽宝庐、海西玺金等多个大

中型乙二醇建设项目的总承包、设计、咨询合同，并加快推进SEG 乙二醇技术升级，持续扩

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③新材料领域。钛白是公司传统的优势产品之一，在氯化法钛白技术的工程应用上更具

垄断优势；公司同时加大开拓新材料领域力度，积极拓展聚碳酸酯等新产品业务领域。报告

期内承接了中信钛业氯化法钛白粉等项目的工程设计，提升了公司在新材料领域的市场影响

力。 

④磷复肥、硫酸领域。磷复肥、硫酸是公司传统的优势项目，多年来在国内一直保持较

高的市场占有率。年度内承接了建龙西林钢铁、新兴铸管硫酸等项目。近年来，公司依托技

术优势，以“一带一路”国家为重点，强力拓展海外经营业务，目前已在摩洛哥、印尼、突

尼斯、俄罗斯、埃及、东南亚等国别和地域促成了多个项目的合作，对公司主营业务形成了

有力补充。 

⑤煤炭分质分级利用领域。煤炭分质分级利用是国家重点开发的领域，是实现煤炭清洁

利用的主要途径之一。2020年，公司承揽陕煤榆林煤炭分质利用制化工新材料示范项目、陕

煤榆林年煤炭分质清洁高效转化示范等项目，为煤炭分质分级利用开辟了新的思路，有力推

进了煤炭分质利用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⑥新技术、新产品开发领域。新技术、新产品的持续开发和市场化应用是公司健康可持

续发展的保障，也是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之源。报告期内公司承接了山东方明己内酰胺、新

洋丰氟硅酸钠、中蓝国塑碳酸二甲酯、贵州瓮福氟化氢、宇极科技七氟异丁腈、云南磷化食

品级磷酸以及兰州市天然气输配工程（调峰储气供气站）等总承包、设计咨询项目。公司积

极培育具有市场前景的新技术、新产品，为公司形成新的差异化市场竞争和产品集群储备创

造条件。 

⑦环境保护领域。环保产业是公司长期重点发展的传统优势业务。在稳步推进公司传统

优势的污（废）水处理工程业务基础上，重点拓展大型石油化工项目、石化产业基地以及化

工园区的污（废）水处理、危（固）废处置等环保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先后承揽了麒麟河

生态修复、淮南市寿县农村生活污水、陶氏杜邦污水、陶氏湖州工厂污水、埃克森美孚（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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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化工有限公司污水等污水处理项目，天安化工尾气深度治理、科领环保独贵塔拉危废处

理中心等固（危）废处理项目，天门湖公租房三期规划工程等民建项目，充分发挥公司在工

业废水处理领域较强的技术优势，并以点带面，持续拓展城市污水管网与处理设施建设、固

体废弃物处置等业务。 

⑧基础设施领域。基础设施业务是公司业务转型的方向之一。公司紧紧围绕“长江大保

护”等国家战略，充分利用公司上市的资本优势，加强江河、湖畔、流域环境治理的市场拓

展，以投融资获取项目的建设或运营业务。目前已签订连云港徐圩新区水资源循环利用深度

处理项目、东至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二期EPC项目、西宁麒麟河生态修复及河道治理项目，

并以此带动公司主营业务结构的调整，实现公司多元化经营、跨越式发展。 

⑨其它领域。公司是国内先期开拓LNG市场的工程公司之一，积累了丰富的工程业绩，拥

有较为稳定的客户群体；公司在热电、仓储、空分及民用建筑等细分市场也占有一定的市场

份额；同时依托在熔盐储热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及业绩基础，积极拓展光热/储热技术市场，对

公司的主营业务形成了必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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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5,210,304,765.89 4,517,995,996.30 15.32% 4,034,046,57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8,093,552.59 176,947,648.35 11.95% 148,269,86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3,924,177.88 170,590,873.01 13.68% 143,940,146.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7,588,253.61 330,257,894.44 14.33% -432,332,348.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01 0.3306 11.95% 0.27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88 0.3306 11.55% 0.27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5% 8.16% 0.49% 7.3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8,134,712,984.23 6,673,569,147.39 21.89% 5,931,615,98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70,690,923.38 2,218,921,475.19 6.84% 2,104,027,9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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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287,248.21 969,097,168.79 1,402,286,116.99 2,583,634,23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664,722.35 65,487,803.14 58,839,394.09 42,101,6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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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679,411.01 63,296,934.12 58,175,811.41 40,772,021.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3,807,162.29 184,263,464.49 629,526,219.63 -62,394,2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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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6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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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

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12% 316,962,401 0   

安徽达鑫科技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3% 14,361,077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9% 9,194,040 0   

王正明 境内自然人 0.47% 2,550,920 0   

吴光美 境内自然人 0.46% 2,494,740 1,908,555   

安徽淮化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38% 2,054,802 0 质押 2,054,802 

南方基金－农业银

行－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5% 1,892,401 0   

徐梅芬 境内自然人 0.31% 1,670,451 0   

袁经勇 境内自然人 0.30% 1,642,752 1,232,064   

章敦辉 境内自然人 0.30% 1,611,232 1,223,4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公司股东吴光美先生由于担任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从而与其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公司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正明共持有公司股份 2550920 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250920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300000 股。公

司股东徐梅芬共持有公司股份 1670451 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0 股；通

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7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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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促进

转型升级。公司强化市场“龙头”作用，着力在核心市场（客户）培养上下功夫；加大技术

投入，着力在技术方向和成果落地上下功夫；开展“国际化经营年”活动，着力在海外“落

脚点”和核心合作伙伴上下功夫；完善机制创新，着力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较好完成年度

各项工作任务，努力推动企业高质量超常规跨越式发展。 

（1）合同签约情况 

2020年，公司（含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累计签约工程合同额89.19亿元，同比增长72.21%，

其中：签约工程总承包合同85.51亿元，同比增长81.01%；签约咨询、设计合同3.68亿元，同

比下降19.13%。公司签约项目涉及煤化工、化工、石化、精细化工、环境治理、基础设施等

多个领域，其中：煤化工等化工项目签约额为80.93亿元，占年度合同总额的90.74%；环境治

理、基础设施类项目签约额为7.82亿元，占比为8.77%；建筑、电力、医药等项目签约额为0.44

亿元，占比为0.49%。总体上看，由于国内化工行业稳步复苏，公司化学工程业务的合同签约

同比大幅增长，尤其是依托合成气制乙二醇产品的技术领先优势，市场份额稳步提升；同时

公司有效拓展化工新产品、新材料领域，适度改变传统化工领域项目占比较高的局面，但主

营业务产品仍然过于集中；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业务同比有所下降，主要在于公司合理调整

环境市政、河道整治类PPP业务的拓展节奏，做到稳中求进，防控风险，但承接了多个天然气

输配项目；电力、建筑、医药等项目同比增加，公司业务领域不断拓展。总承包合同签约创

历史新高，表明公司经营生产一体化策略和大市场观念成效显著，并为后期经营工作奠定坚

实基础。 

（2）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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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内经营工作 

继续巩固乙二醇市场份额。公司以技术提升作为着力点，加快推进SEG乙二醇技术升级，

有效降低装置建设的投资和生产运营的成本，稳步提升乙二醇产品的优等品率，同时加大对

重点项目的跟踪和培育，陕煤榆林、安徽佑顺、安徽宝庐、海西玺金等多个大中型乙二醇建

设项目的总承包、设计、咨询合同，进一步提升在乙二醇工程市场的占有率，持续保持在国

内乙二醇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公司形成了较大规模的乙二醇项目合同储备，为拓展乙二醇下

游业务、培育新的产品集群创造了条件。 

大力拓展化工新材料、新产品等领域。公司把握化工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的市

场机会，重视拓展精细化学品、特色专用化学品、合成材料等业务市场，先后承揽了山东方

明己内酰胺、新洋丰氟硅酸钠、中蓝国塑碳酸二甲酯、贵州瓮福氟化氢、宇极科技七氟异丁

腈、云南磷化食品级磷酸等总承包、设计咨询项目。 

持续打造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业务板块。公司充分利用在工业环保、建筑等方面的丰富

业绩和先进技术，加强环境治理、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经营，拓展了污水处理、固（危）废

治理、民用建筑、热区热网等领域的工程总承包、设计咨询业务，先后承揽了以及兰州市天

然气输配工程（调峰储气供气站）等基础设施项目，麒麟河生态修复、淮南市寿县农村生活

污水、陶氏杜邦污水、陶氏湖州工厂污水、埃克森美孚（惠州）化工有限公司污水等污水处

理项目，天安化工尾气深度治理、科领环保独贵塔拉危废处理中心等固（危）废处理项目，

天门湖公租房三期规划工程等民建项目。 

②境外经营工作 

公司强化“国际化经营年”活动，大力推进国际化经营，聚焦海外重点区域市场，深化

海外“落脚点”建设，以“组船出海”和“借船出海”为经营战略，加强与中资机构的业务

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联合开发境外市场和承接境外项目。加强海外营销团队建设，加

大人才培训力度，提高海外经营工作效率，成立“国际化人才能力”培训班，夯实海外营销

人力基础；积极筹备成立俄罗斯分公司，推动玻利维亚分公司、印尼、摩洛哥和迪拜办事处

复工复产，专注优势市场，优化战略布局，加快属地化建设，相继承揽了埃及阿布塔磷酸、

沙特MPC厂干燥系统A/B升级工程、越南沿海二期2X660MW燃煤电厂等项目和中标阿联酋甲醇

EPC项目，境外经营工作基础得到夯实，经营成果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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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承包收入 4,911,189,838.75 183,690,878.39 14.26% 15.30% 32.58% 3.05% 

设计、技术性收入 273,720,511.81 60,711,209.52 32.68% 18.60% 15.04%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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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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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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变更原因：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

——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

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

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

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

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

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 

变更内容：（1）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时将部分存货减值准

备、应收账款减值准备重分类至合同资产减值准备。（2）

将与工程项目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已完工未结算存

货、应收账款质保金重分类至合同资产，将与工程项目相关

的已结算未完工、与工程项目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

负债和其他流动负债。 

董事会审议

通过 

年初数影响：（1）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

年初数较上年末减少209,833,940.87元；存货年初

数较上年末减少1,632,816,297.01元；合同资产年

初数较上年末增加1,842,650,237.88元；预收款项

年初数较上年末减少803,382,190.4元，合同负债

年初数较上年末增加761,517,178.67元，其他流动

负债年初数较上年末增加41,865,011.73元；（2）

母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年初数较上年末减少

209,833,940.87元；存货年初数较上年末减少

1,589,302,566.85元；合同资产年初数较上年末增

加1,799,136,507.72元；预收款项年初数较上年末

减少800,657,869.79元，合同负债年初数较上年末

增加758,792,858.06元，其他流动负债年初数较上

年末增加41,865,011.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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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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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光美 

二○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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