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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曾云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小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胡秀洁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在此次审议年报的过程中，6 名董事对年度报告及11项议案投赞成票，董事韦绍永缺席第二次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结果年度报告审议通过。 

1.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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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黄诗衍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770-2215126 

传真 0770-2215121 

电子邮箱 shiyan.huang@sinolinchem.com 

公司网址 www.sinolinchemintl.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公车工业园沙港路东南侧 5380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08,452,958.10 421,671,176.47 -50.5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8,794,945.09 323,830,917.63 -66.4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39 1.16 -66.4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8.56% 22.06% - 



广西越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21-012 

资产负债率%（合并） 47.81% 23.20%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09,028,281.29 143,814,526.33 -24.1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932,165.53 -31,962,897.20 -563.0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86,691,991.47 -33,550,624.47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14,174.58 18,604,287.05 -148.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97.97% -9.4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86.31% -9.9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6 -0.11 -563.06%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47,111,983 88.25% 0 247,111,983 88.2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70,429,433 1.04% 0 70,429,433 1.04% 

      董事、监事、高管 4,268,250 1.52% 0 4,268,250 1.52%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2,888,017 11.75% 0 32,888,017 11.7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5,506,567 9.10% 0 25,506,567 9.10% 

      董事、监事、高管 13,854,550 4.95% 0 13,854,550 4.95%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280,000,000 - 0 28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3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广西越洋

化工实业

集团有限

公司 

87,550,400 0 87,550,400 31.27% 19,033,467 68,516,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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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川省高

宇化工有

限公司 

22,750,000 0 22,750,000 8.13% 0 22,750,000 

3 广西创新

创业投资

基金管理

中心（有限

合伙） 

20,000,000 0 20,000,000 7.14% 0 20,000,000 

4 广西北部

湾（防城

港）产业投

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15,000,000 0 15,000,000 5.36% 0 15,000,000 

5 林明 8,285,600 0 8,285,600 2.96% 6,473,100 1,812,500 

合计 153,586,000 0 153,586,000 54.86% 25,506,567 128,079,433 

普通股前五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林明系广西越洋化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其他股东间无相互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2.96%       51% 

 

 

31.27% 

林        明 

广西越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越洋化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 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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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 2017 年 12 月 9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22 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经本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收入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收入准

则不一致的，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本公司调整 2020 年

年初留存收益或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9 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1. 首次执行日，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资产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②对 2020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的影响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无影响。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变更

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20年 1月 1

日（变更后） 

流动负债：     

预收账款 5,462,789.47    

减：转出至合同负债  5,462,789.47   

按新收入准则列示的余额    - 

合同负债 ——    

加：自预收账款转入  5,462,789.47   

按新收入准则列示的余额    5,462,789.47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变更

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20年 1月 1

日（变更后） 

流动负债：     

预收账款 5,462,789.47    

减：转出至合同负债  5,462,789.47   

按新收入准则列示的余额     

合同负债 ——    

加：自预收账款转入  5,462,789.47   

按新收入准则列示的余额    5,462,789.47 



广西越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21-012 

2. 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政策未发生变更。 

3. 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本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a) 关于会计师对公司 2020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的基本情况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公司委托，审计了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

务报表，并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出具了“亚会审字（2021）第 01110113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导

致保留的事项如下：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四）所述，越洋科技公司的控股股东广西越洋化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占用资

金 188,050,981.98 元，根据双方和解协议，广西越洋化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出租给越洋科技公司

的房屋土地以每年 842,968.70元抵减其占用越洋科技公司资金，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抵减租金后

的占用资金金额为 187,208,013.28元，越洋科技公司计提坏账准备 187,208,013.28 元。广西越洋化工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涉及多起诉讼，我们无法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该

交易减值情况的准确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三）所述，越洋科技公司 2017年 7 月至 8 月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宁分行申请两笔银行贷款合计 7000万元，用于日常经营周转，期限 12 个月，贷款期限届满后，越洋科

技公司一直在积极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办理贷款展期但未获批，贷款发生了实际逾

期，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贷款余额为 69,884,279.33 元，涉及债务实质违约。同时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已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法院已裁定冻结越洋科技公司银行存款，2020 年 12 月

4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签署《债

权转让协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将其依法享有的对越洋科技公司的全部债权和担保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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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权利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上述事项表明对对越洋科技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可持续经营性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是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是否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来决定。 

    根据兴业银行借款协议可知，借款利率为 5.655%，如借款人未按照借款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借款，

贷款人有权对被挪用的借款计收罚息，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上浮 100%，该部分罚息将产生预计负债，对

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截止报告日，未收到境外子公司 SINO LINCHEM(USA)INC 的银行询证函回函，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账户余额 2,983.49美元，因未收到回函，我们无法确定是否存在潜在债务。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十八）、附注十三、（六）所述，越洋科技公司作为被告人与四川省高宇化工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2019）桂 06民初 82号，判决结果为驳回原告四川省高宇化工有限公司的诉讼

请求。原告高宇化工不服一审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目前已在高院开庭审理，

尚未有判决结果，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无需支付。 

   子公司四川省宇洋化工有限公司目前处于停产状态，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存在减值迹象，我们提请

越洋科技公司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该部分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进行评估，截止报告日，越洋科技公司未

提供关于该子公司关于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的评估报告，我们无法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证明该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减值情况的准确性。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

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

于越洋科技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

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二、董事会关于审计报告中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相关事项的说明

如下： 

    公司挂牌前的流动资金一直由控股股东广西越洋化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挂牌后公司几乎没有

贷款，广西越洋化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也将旗下的所有业务全部转移给越洋科技，而导致广西越洋化工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银行积累的多年授信无法延续，并被银行追还贷款，控股股东不愿意外借民间过桥

资金，因此临时占用挂牌公司的资金偿还贷款，原计划出售部分股票换取现金在年末归还挂牌公司的借

款，但因个别股东诉前保全冻结所有资产，导致未能出售换取资金，造成无法按时归还挂牌公司资金。

目前公司大股东现积极地应对处理，通过司法途径，争取解封部分资产变现，逐步归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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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虽然大股东占用资金中，但公司各项经营正常，生产及市场占有率保持，客户稳定，没有形

成不良后果。 

    公司收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告知，信达

资产已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宁分行将其依法享有的对越洋科技公司的全部债权和担保人的担保权利转让给信达资产，目前

公司通过与信达资产沟通，信达资产有意向与公司共同发展磷化工业务，协助我司走出该笔借款偿还困

境。现公司正与信达资产就合作和还款事宜进行磋商，但尚未明确具体的还款计划。 

    目前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已将公司抵押的债权资产包转移至信达资产，利息及罚息计算

待公司与信达资产就合作及还款事宜磋商解决后再做处理。 

    境外子公司 SINO LINCHEM(USA)INC 的美国银行帐户无法回函，主要是银行原因，该帐户主要用于

缴纳税费、通讯费等日常开支账户，账户余额较小。公司在该银行无任何债务。 

    公司作为被告人与四川省高宇化工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2019）桂 06民初 82号，一审判决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高宇化工不服，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0 年 7 月 31 日已在高

院开庭审理，目前尚未有判决结果。 

    三、董事会对上述事件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

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我们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公正地反应了公司 2020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董事会将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公司承诺，以此为鉴，加强公司的规范和管理，杜

绝以上情况的再次发生。 

未来公司将提升公司内部管控水平，并按照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公告相关信息，保证投资

者的知情权和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完整，提醒投资者关注可能影响其投资决策的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