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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光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学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袁喆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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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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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22,892,240.42 255,287,248.21 22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075,474.43 31,664,722.35 7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4,894,483.14 31,679,411.01 73.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643,919.35 -373,807,162.29 116.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29 0.0592 73.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26 0.0591 73.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1.40% 0.9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169,562,100.45 8,134,712,984.23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25,320,501.82 2,370,690,923.38 2.3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1,561.4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9,303.2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7,549.7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527.2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04.08  

合计 180,991.2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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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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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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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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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光美 境内自然人 0.46% 2,494,740 1,871,055   

王正明 境内自然人 0.42% 2,3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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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文芳 境内自然人 0.35% 1,913,8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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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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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 316,962,401 人民币普通股 316,962,401 

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361,077 人民币普通股 14,361,07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194,040 人民币普通股 9,194,040 

王正明 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 

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 2,054,802 人民币普通股 2,054,802 

黄文芳 1,913,860 人民币普通股 1,913,86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892,401 人民币普通股 1,892,401 

徐梅芬 1,670,451 人民币普通股 1,670,451 

袁经勇 1,642,752 人民币普通股 1,64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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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敦辉 1,529,432 人民币普通股 1,529,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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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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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

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股东王正明共持有公司股份 2300000 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数量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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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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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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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营业收入发生额为82,289.2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22.34%；营

业成本发生额为72,911.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71.35%。主要原因：一是上年同期受国内

新冠疫情的影响，营业收入基数较小；二是本年一季度公司稳步推进生产经营工作，同时积

极响应国家“就地过年”的疫情防控政策号召，春节期间陕煤榆林乙二醇EPC、安徽碳鑫焦炉

煤气EPC等多个大型总承包项目现场高效开展建设工作。 

2、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为127,073.76万元，较年初增加36.4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内部分大型总承包项目支付供应商采购和工程预付款。 

3、报告期末，存货余额为38,317.88万元，较年初减少37.7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

分大型总承包项目工程领用安装库存的设备材料。 

4、报告期末，合同资产余额为155,495.45万元，较年初减少13.7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内部分大型总承包项目与业主进行结算。 

5、报告期末，应付账款余额为285,536.01万元，较年初下降10.7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内总承包项目按照合同约定向供应商支付了采购款和工程款。 

6、报告期末，合同负债余额为146,398.97万元，较年初增加27.5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内部分总承包项目收到业主预付工程款。 

7、年初至本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164.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16.49%。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各个总承包项目未能复工复产，项目收款较少，报告期内公司

总承包项目按照进度计划开展建设工作。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与内蒙古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1、因内蒙古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康乃尔”）拖欠本公司承建的

内蒙古康乃尔30万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EPC／交钥匙工程总承包项目工程进度款等事宜，本

公司于2017年4月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内蒙古高院”）提起民事诉讼，

起诉内蒙古康乃尔等公司；内蒙古高院于2017年5月8日正式立案受理。 

2、2018年5月22日，本公司收到内蒙古高院关于该项诉讼的《民事判决书》【（2017）

内民初42号】。 

3、内蒙古康乃尔上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6日受理内蒙古康乃尔上诉案，案号为（2018）最高法民终732号。 

4、2018年12月7日，本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该项诉讼的《民事判决书》【（2018）

最高法民终732号】。 

5、鉴于内蒙古康乃尔未能按照裁决书的裁决按期向本公司支付裁决款项，本公司于2018

年12月20日向内蒙古高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请求强制执行内蒙古高院（2017）内民初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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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民事判决。 

2019年1月，内蒙古高院将执行案件指定移送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通辽中院”）负责执行。 

2019年3月，为加快资产处置进度，促使项目尽快复工建设，本公司向通辽中院申请对案

涉30万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现有资产进行整体查封、评估、拍卖、变卖，并申请由通辽中

院指定具有资质的评估鉴定机构和拍辅机构具体负责相关事宜。 

2019年7月，通辽中院通过摇号方式确定内蒙古谂达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谂

达评估公司”）负责内蒙古康乃尔资产拍卖的评估工作。 

2019年7月，通辽中院组织扎鲁特旗政府（案涉项目所在地政府）、本公司、内蒙古康乃

尔等单位召开协调会，确定纳入资产评估范围内的标的物为内蒙古康乃尔所拥有的除流动资

产以外的全部资产。 

2019年12月，谂达评估公司出具《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东华工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内蒙古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30万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工程所涉

及的除流动资产以外的全部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内谂评字【2019】19号），即以2019年

10月28日为评估基准日，委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28.28亿元人民币。 

2020年4月，本公司向通辽中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与内蒙古康乃尔签订的总承包合同及

补充协议，判令内蒙古康乃尔支付工程总承包合同解除后应付款项合计86335.28万元及利息，

判令对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等。通辽中院于2020年4月2日正式立案受理。 

    2020年8月，通辽中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内蒙古高院《民事判决书》的执行作出

裁定，并发布《拍卖通知书》及拍卖公告，拍卖被执行人内蒙古康乃尔所有的30万吨/年煤制

乙二醇项目除流动资产以外的全部资产。拍卖时间自2020年9月17日10时至2020年9月18日10

时止，该次拍卖已流拍。  

2020年9月，通辽中院决定对前述拍卖标的进行第二次拍卖，并发布《拍卖公告》，拍卖

被执行人内蒙古康乃尔所有的30万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除流动资产以外的全部资产。拍卖时

间自2020年10月14日10时至2020年10月15日10时止，该次拍卖已流拍。 

2020年10月，通辽中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内蒙古高院《民事判决书》【（2017）内

民初42号】的执行作出裁定，并发布《变卖公告》，变卖被执行人内蒙古康乃尔所有的30万

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除流动资产以外的全部资产。变卖时间为2020年11月4日10时至2021年1

月3日10时止，该次变卖已流拍。 

公司正与通辽中院商讨后续执行工作事项。同时，持续加强与项目所在地政府、项目业

主及控股股东、相关单位之间的交流，以期推进该项目的重组、重启工作。 

（二）公司参股公司安徽淮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化股份”）破产清算事项 

2007年12月，经公司2007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参与发起设立淮化股份。

淮化股份注册资本为60000万元，公司出资4500万元，按1：0.67折股，折合2996.99万股，占

总股本的4.99%（详见发布于2007年12月3日东华科技2007-021号《对外投资公告》）。在2007

年参股淮化股份之时，经协商并达成一致，公司与淮化股份的控股股东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淮化集团”）签订了《股份回购协议》，以健全公司资本退出机制，防控投

资风险。 

淮化股份当时是安徽省最大的煤化工企业，连续多年进入中国企业1000强、中国肥料制

造业30强、安徽省工业企业50强之列，也是安徽省淮南市扶持上市的重点公司之一。但作为

传统的化肥企业，淮化股份经营压力较大，经营业绩持续波动。近年来，由于环保从严督查，

淮化股份于2018年下半年全面停产并持续至今。截止2018年12月31日，淮化股份已资不抵债。

2019年5月，安徽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淮化集团依法破产工作方案。鉴于上述情况，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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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于2019年7月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淮化股份解散并成立清算组

进行清算等议案。 

自2016年始，公司便着手处置所持有的淮化股份的股权。考虑到淮化股份是公司长期战

略客户，同时淮化集团是公司发起人股东之一，且目前仍持有公司0.38%的股权，具有较深的

历史渊源和较好的业务关系。故公司一直在与淮化集团就执行《股份回购协议》事项进行协

商，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2018年8月，公司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淮化

集团履行《股份回购协议》所规定的义务。2019年2月合肥市中院驳回了公司诉讼请求。2019

年3月，公司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6月，安徽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9年7月，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再诉申请。202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

书》【（2020）最高法民申1513号】，指定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2020年11月，安

徽省高院判决确定公司对淮化集团享有本金4500万元及利息2101.8万元之债权。 

公司根据淮化股份、淮化集团的经营状况以及法律专业人员的意见综合判断，在2018年

计提减值、2019年将公允价值减记为0。 

2021年3月，公司收到淮化集团破产清算债权分配款计385.55万元。公司正密切关注淮化

集团的破产清算工作进展，以切实保护公司合法权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本公司作为原告，

起诉内蒙古康乃尔

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2017年 05 月 09 日 
详见发布于 2017 年 5 月 9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与内蒙古康乃尔化学

工业有限公司等重大诉讼的公告》（东华科技 2017-018）。 

2018年 05 月 24 日 
详见发布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与内蒙古康乃尔化学

工业有限公司诉讼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东华科技 2018-031）。 

2018年 07 月 18 日 
详见发布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与内蒙古康乃尔化学

工业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东华科技 2018-037）。 

2018年 12 月 11 日 
详见发布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与内蒙古康乃尔化

学工业有限公司诉讼终审判决结果的公告》（东华科技 2018-064）。 

2020年 04 月 07 日 
详见发布于 2020 年 4 月 7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与内蒙古康乃尔化学

工业有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东华科技 2020-019）。 

2020年 08 月 18 日 
详见发布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与内蒙古康乃尔化学

工业有限公司诉讼执行裁定及拍卖事项的公告》（东华科技 2020-035）。 

2020年 09 月 30 日 
详见发布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与内蒙古康乃尔化学

工业有限公司诉讼执行拍卖事项进展的公告》（东华科技 2020-047）。 

2020年 10 月 20 日 

详见发布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与内蒙古康乃尔化

学工业有限公司诉讼执行拍卖（二拍）事项进展的公告》（东华科技

2020-048）。 

2020年 10 月 29 日 
详见发布于 20210 年 10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与内蒙古康乃尔化

学工业有限公司诉讼执行裁定及变卖事项的公告》（东华科技 2020-052）。 

2021年 01 月 06 日 
详见发布于 2021 年 1 月 6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与内蒙古康乃尔化学

工业有限公司诉讼执行变卖事项进展的公告》（东华科技 2021-001）。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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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不适用  

合同订立公司方

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

的进度 

本期及累计确认的

销售收入金额 

应收账款

回款情况 

东华工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MagIndustries 

Corp.& MagMinerals 

Potasses Congo S.A. 

刚果(布)蒙哥 1200kt/a 钾

肥工程项目工程总承包 

3,050,000,

000.00 元 
6.82% 

本期未确认收入，

累计确认收入金额

208,138,316.31 元 

延迟 

东华工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黔西县黔希煤化工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黔西县黔希煤化工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30 万吨/年乙

二醇 EPC 总承包工程 

3,156,028,

400.00 元 
95.62% 

本期未确认收入，

累计确认收入金额

2,754,484,438.84

元 

延迟 

东华工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 

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30 万吨/年煤制乙二

醇项目工程 EPC/交钥匙工

程总承包 

3,696,281,

300.00 元 
62.38% 

本期未确认收入，

累计确认收入金额

2,132,675,025.93

元 

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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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天

盈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天盈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阿拉

尔年产 30 万吨乙二醇（一

期）建设项目（实施及管理

承包） 

1,658,000,

000.00 元 
88.39% 

本期未确认收入，

累计确认收入金额

1,304,101,129.64

元 

延迟 

东华工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

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

有限公司综合尾气制 30 万

吨/年乙二醇联产 LNG 项目

PC（采购、施工）总承包及

PMC 项目管理 

1,814,000,

000.00 元 
65.52% 

本期确认收入金额

111,890,623.94

元，累计确认收入

金额

1,092,515,371.01

元 

正常 

东华工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安徽碳鑫科技有限公

司 

安徽碳鑫科技有限公司焦

炉煤气综合利用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 

1,366,901,

900.00 元 
60.52% 

本期确认收入金额

131,633,647.37

元，累计确认收入

金额

720,968,534.62 元 

正常 

东华工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

限责任公司 

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

任公司煤炭分质利用制化

工新材料示范项目一期

180 万吨/年乙二醇工程项

目草酸二甲酯装置建设工

程总承包 

3,291,007,

600.00 元 
37.82% 

本期确认收入金额

217,936,087.49

元，累计确认收入

金额

1,191,661,979.11

元 

正常 

东华工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

限责任公司 

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

任公司煤炭分质利用制化

工新材料示范项目一期

180 万吨/年乙二醇工程项

目乙二醇装置建设工程总

承包 

1,695,129,

900.00 元 
30.93% 

本期确认收入金额

70,511,582.87 元，

累计确认收入金额

478,401,567.80 元 

正常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 30%以上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目前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 30%以上的项目为以下两个： 

（1）刚果(布)蒙哥 1200kt/a 钾肥工程项目工程总承包；（2）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0 万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

工程 EPC/交钥匙工程总承包。 

由于业主未能按照原合同规定进行履约，导致以上两个工程项目处于暂停状态。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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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光美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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