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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和多年为上市公

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及能力，历年来一直为公司提供财务审计服务，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较为

了解，能够胜任公司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同意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2021年度公司审计机构。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1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测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公司与德清奥华能源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公司与河北圣雪大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董事陈希回避表决。

（三）公司与升华集团德清奥华广告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公司与浙江省轻纺供销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公司与浙江华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公司与浙江云峰莫干山装饰建材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公司与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公司与浙江伊科拜克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公司与浙江云峰莫干山地板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需要，定价

政策和定价依据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的

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内容详见《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在保障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和美元10,

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将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2020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2020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二十、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十一、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

二十二、关于拟转让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关于拟转让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

二十三、关于签订《交易意向金还款协议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关于签订还款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

二十四、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

二十五、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 《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3）。

二十六、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65）。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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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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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八

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和公允的反映公司资产和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各

类资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评估，经资产减值测试，公司认为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损失迹象，基于谨慎

性原则，公司对可能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坏账准备 -466,093,329.95 -84,776,470.34

预付款项减值损失 -5,937.00 -18,000,000.00

存货跌价准备 -45,829,510.82 -43,057,764.79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7,639,305.94 -3,739,707.94

商誉减值准备 -467,234,430.94 -718,211,369.85

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4,568,332.87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17,770,100.00

合 计 -1,009,140,947.52 -867,785,312.92

1） 坏账准备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应收账款 -344,673,745.95 -37,165,287.12

其他应收款 -121,419,584.00 -47,611,183.22

小 计 -466,093,329.95 -84,776,470.34

2） 预付款项减值损失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预付款项减值损失 5,937.00 18,000,000.00

小 计 5,937.00 18,000,000.00

3） 存货跌价准备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库存商品 45,829,510.82 43,057,764.79

小 计 45,829,510.82 43,057,764.79

4)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房屋及建筑物 2,211,384.77 733,065.59

机器设备 5,403,768.37 3,006,642.35

其他设备 24,152.80

小 计 7,639,305.94 3,739,707.94

5)商誉减值准备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全资子公司商誉减值 467,234,430.94 718,211,369.85

小 计 467,234,430.94 718,211,369.85

6)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游戏软件 1,394,999.88

游戏开发工具 3,173,332.99

小 计 4,568,332.87

7)�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数

上海多栗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7,770,100.00

小 计 17,770,100.00

二、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具体说明

（一）坏账准备

根据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资产负债表日，对应收款项按重要性和信用风险特征进行分类，对单

项金额重大或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对相同账龄的具有类似的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采用账龄

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本期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466,093,329.95元。

（二）预付款项减值损失

根据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资产负债表日，对预付款项按重要性和信用风险特征进行分类，

对单项金额重大或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对相同账龄的具有类似的信用风险特征的预付款项，采用

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本期预付款项计提坏账准备5,937.00元。

（三）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

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

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

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

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

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

额。本期存货计提跌价准备45,829,510.82元。

（四）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资产负债表日，有迹象表明上述长期资产发生减值的，估计其可

收回金额，若上述长期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确认资产减值准备。

随着国家对环保要求的提高，报告期内公司部分生产设备及配套设施存在技术落后，且无法实施技术

改造，并处于停用状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要求，本期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7,639,305.94�元。

（五）商誉减值准备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炎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炎龙科技” ）员工大量离职并提起劳动

仲裁，业务人员流失，业务规模大幅下降，炎龙科技经营未达预期且业绩出现大幅下滑，根据中国证监会

《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一商誉减值》的相关要求，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判断因收购炎龙科技形成的

商誉存在进一步减值迹象。本期公司对因收购炎龙科技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467,234,430.94元。本次计

提后，公司因收购炎龙科技形成的商誉余额为0。

(六)�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炎龙科技员工大量离职，业务人员流失，相关游戏产品迭代更新与开发无法

达到预期。根据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资产负债表日，本期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4,568,332.87

元。

(七)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公司投资参股的上海多栗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经营持续亏损， 根据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

计，资产负债表日，本期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17,770,100.00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影响公司本期利润总额1,009,140,947.52元。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资产减值准备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更能公允的反

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公司董事会就该议案的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

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公允的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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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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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拜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德清壬思实业

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35,000.00万元及美元2,

0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5,000.00万元及美元2,000.00

万元（含本次），担保余额占2020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18.28%。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拟为浙江拜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拜克生物” ）

提供总额度不超过30,000.00万元的担保；为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以下简称“升华拜克(香

港)” )提供总额度不超过2,000.00万美元的担保；为德清壬思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壬思实业” )提供总额

度不超过5,000.00万元的担保。上述担保合计金额为：人民币110,000.00万元及美元2,000.00万元。

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上述额度内，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担保期限自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公司拟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人签署上述

担保相关文件，上述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拜克生物的基本情况如下：

拜克生物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现持有拜克生物100%的股权。

拜克生物，注册地：浙江省德清县钟管镇横塘桥81号，法定代表人：沈德堂，注册资本：5,000万元，成立日

期：2017年02月20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发酵过程优化技术研发；生物农药技术研发；饲料添加剂销售；化

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热力生产和供应(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生产；农药批发；农药零售；兽药生产；兽药经营；饲料添加剂生产；食品添加剂

生产；肥料生产；发电、输电、供电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拜克生物总资产为72,278.37万元，负债总额为21,722.6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2,

611.53万元，资产负债率30.05%，净资产50,500.77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49,925.64万元，净利润-26.00万

元。

2、升华拜克(香港)�的基本情况如下：

升华拜克(香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现持有升华拜克(香港)100%的股权。

升华拜克(香港)，注册资本：300万美元，经营范围：农药、兽药以及锆系列产品，医药化工产品进出口贸

易。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升华拜克(香港)总资产为1,932.55万元，负债总额为3.05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05

万元，资产负债率0.16%，净资产1,929.49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234.77万元，净利润-129.88万元。

3、壬思实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壬思实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现持有壬思实业100%的股权。

壬思实业，注册地：德清县钟管镇横塘桥路81号，法定代表人：沈德堂，注册资本：2,260万元，成立日期：

2003年01月07日，经营范围：农药经营（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饲料添加剂及兽药的经营，橡胶及

橡胶制品的销售，工业油（非食用）、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初级农产品（除食用）、五

金、机械设备、电子设备、金属材料及其制品（除贵稀金属）、建筑材料、纺织原料销售，批发（票据）：氢氧化

钠、甲醇、甲醛、双氧水、冰醋酸、硝酸、盐酸、硫酸、氢氧化钾、二氯甲烷、亚硝酸钠、乙酸乙酯、吡啶、硫酸铵、

二甲苯、甲基异丁基酮、丙酮、氨水、乙醇、异丙胺、二甲基甲酰胺、二乙醇胺、保险粉、甲苯、2，5一二氯苯胺、

对甲苯黄酰氯、麦草畏、辛硫磷、2，4一滴【含量〉75%】、百草枯【含量〉4%】、毒死蜱（凭有效的《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经营），园林绿化，室内装潢，生物技术服务、化工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及其他

经济信息（除金融、证券、期货、保险等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外）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实业投资。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壬思实业总资产为1,839.90万元，负债总额为292.89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92.89万

元，资产负债率15.92%，净资产1,547.01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872.72万元，净利润-17.87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有助于控股子公司的经营发展，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上述担

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

展，上述担保事项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关

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5,000.00万元及美元2,000.00万元（含

本次），担保余额占2020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18.28%。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被担保方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26� � � �证券简称：*ST瀚叶 公告编号：2021-059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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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与实际业务情况，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提高运营效率，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组织架构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组织架构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公司组织架构图如下：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26� � � �证券简称：*ST瀚叶 编号：2021-060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转让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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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基本情况：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叶股份” 或“公司” ）拟转让不低于所持财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基金” ）10%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转让比

例、交易对方及交易方案等相关事项尚未确定。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要求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由于本次交易尚未确定交易对方，目前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财通基金股权，转让比例不低于公司所持有的财通基金10%

的股权。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转让不低于所持财通基金10%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权转让的

具体转让比例、交易对方及交易方案等相关事项尚未确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因本次交易对方

尚未确定，目前公司无法判断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要求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理芬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06月21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财通基金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30%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12月31日

(数据经审计)

2021年3月31日

(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3,015.30 235,248.19

净资产 153,047.73 155,352.23

项 目

2020年

(数据经审计)

2021年1-3月

(数据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9,465.52 12,296.43

净利润 12,721.91 2,304.50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对方及交易方案等相关事项尚未确定，公司将根据本次股权

转让进展及时披露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四、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公司将以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本次拟转让的股权价值出具的评估结论为依据,�

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转让比例、交易对方及交易方案等相关事项尚未确定。公司尚

未签署交易协议。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转让财通基金股权，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财通基金的股权

比例将相应变更。本次交易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尚无法确定，待公司确定具体交易方案并履行决策程序后将

按照要求进行披露。

七、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对方及交易方案等相关事项尚未确定，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

性。目前公司尚未签署交易协议，具体转让比例、转让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协议为准。待本次股权转让方案确

定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26� � � �证券简称：*ST瀚叶 公告编号：2021-062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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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2018年度、2019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对公司

2020年度财务状况和损益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会计差错更正概述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培今于2021年4月12日之前归还

前期占用资金27,812.46万元，公司第二大股东鲁剑于2021年4月28日之前归还前期占用资金5,76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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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作为会计差错对2018年度和2019年度部分财务

报表项目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前期差错更正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出

具《关于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4843号)。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二、会计差错更正的具体情况

结合公司股东资金占用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对前期差错进行了更正，并对受影

响的以前年度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重述。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培今占用资金累计27,812.46万元，沈培今已于2021年4月12日之前归还

全部资金占用款。

2.公司第二大股东鲁剑占用资金累计5,760.00万元，系鲁剑确认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鲁剑已于2021年4

月28日之前归还全部资金占用款。

公司根据上述资金占用发生时间对上述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 对2018年度、2019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

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三、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一)�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1.� 2018年12月31日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预付款项 330,152,198.82 -16,400,000.00 313,752,198.82

其他应收款 396,144,923.20 22,400,000.00 418,544,923.20

开发支出 47,894,479.85 -6,000,000.00 41,894,479.85

资产总计 5,068,902,850.12 5,068,902,850.12

资本公积 324,274,429.79 -3,660,000.00 320,614,429.79

盈余公积 216,728,368.58 300,000.00 217,028,368.58

未分配利润 667,448,241.21 3,360,000.00 670,808,241.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337,402,756.71 4,337,402,756.71

所有者权益合计 4,333,175,798.60 0.00 4,333,175,798.60

2.� 2019年12月31日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其他应收款 690,734,234.46 37,850,000.00 728,584,234.46

开发支出 153,280,582.93 -37,850,000.00 115,430,582.93

资产总计 4,159,059,189.32 4,159,059,189.32

资本公积 324,274,429.79 -20,781,876.16 303,492,553.63

盈余公积 216,728,368.58 300,000.00 217,028,368.58

未分配利润 -74,078,117.70 20,481,876.16 -53,596,241.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546,130,674.44 3,546,130,674.44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40,011,567.34 3,540,011,567.34

(二)�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1.� 2018年12月31日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资本公积 352,582,597.29 -3,000,000.00 349,582,597.29

盈余公积 204,627,642.54 300,000.00 204,927,642.54

未分配利润 572,332,669.19 2,700,000.00 575,032,669.19

所有者权益合计 4,258,725,362.86 4,258,725,362.86

2.� 2019年12月31日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资本公积 352,582,597.29 -6,813,738.08 345,768,859.21

盈余公积 204,627,642.54 300,000.00 204,927,642.54

未分配利润 -39,195,210.00 6,513,738.08 -32,681,471.92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97,097,529.96 3,597,097,529.96

(三)�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1.� 2018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资产减值损失 -99,710,115.23 3,660,000.00 -96,050,115.23

净利润 137,820,374.75 3,660,000.00 141,480,374.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1,719,552.61 3,660,000.00 145,379,552.61

少数股东损益 -3,899,177.86 -3,899,177.86

2.� 2019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信用减值损失 -101,988,946.50 17,212,476.16 -84,776,470.34

净利润 -676,384,872.04 17,212,476.16 -659,172,395.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72,992,723.05 17,121,876.16 -655,870,846.89

少数股东损益 -3,392,148.99 90,600.00 -3,301,548.99

(四)�对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1.� 2018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资产减值损失 -115,851,889.34 3,000,000.00 -112,851,889.34

净利润 77,455,803.81 3,000,000.00 80,455,803.81

2.� 2019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信用减值损失 -120,427,577.99 3,813,738.08 -116,613,839.91

净利润 -542,994,243.33 3,813,738.08 -539,180,505.25

(五)�对合并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1.� 2018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42,211,710.45 -22,400,000.00 319,811,710.4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51,497,684.56 -61,000,000.00 490,497,684.5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74,872,184.44 -83,400,000.00 991,472,184.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120,333.71 83,400,000.00 -92,720,333.71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40,000,000.00 83,400,000.00 1,523,4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77,632,658.38 83,400,000.00 1,761,032,658.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6,524,750.78 -83,400,000.00 313,124,750.78

2.� 2019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79,129,188.74 -4,450,000.00 274,679,188.7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7,613,952.04 -19,750,000.00 207,863,952.0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58,730,895.98 -24,200,000.00 634,530,895.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419,843.91 24,200,000.00 -78,219,843.91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27,280,608.68 24,200,000.00 551,480,608.68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25,448,303.86 24,200,000.00 649,648,303.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924,425.85 -24,200,000.00 -56,124,425.85

(六)�对母公司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2018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5,486,232.49 -50,000,000.00 65,486,232.4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94,554,370.00 -50,000,000.00 344,554,37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378,634.97 50,000,000.00 -188,378,634.97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8,711,724.56 50,000,000.00 178,711,724.56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0,808,025.71 50,000,000.00 370,808,025.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8,100,338.26 -50,000,000.00 528,100,338.26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涉及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会计准则第28号一会计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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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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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关于该差错更正事

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追溯调整过程合法合规。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19号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年修订）》的要求，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处

理。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瀚叶股份公司重要前期差错更正

情况的说明》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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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18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对瀚

叶股份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财务报表的重要差错更正情况。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情况的鉴证报

告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26� � � �证券简称：*ST瀚叶 公告编号：2021-063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并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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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收到本公司申请之日后10个交易日内，根据情况，决定是否撤销对本公司股票

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期间，公司股票正常交易。

● 由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3.9.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在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通过后将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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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13.2.1条第四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20年7月1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瀚叶股份”变更为“*ST瀚叶” 。

二、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根据公司聘请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0年度审计报告，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3.3.2条所述的情形，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

消除。

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被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3.9.1条规定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2021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

示并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

订）》相关规定，公司已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但仍然属于规定的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

形。

三、风险提示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上海证券交易所自收到

公司申请之日后10个交易日内，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期间，公司股票正常交易。公司将根据该申请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26� � � �证券简称：*ST瀚叶 公告编号：2021-067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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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四

号一化工》要求，现将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折百,吨） 销量（折百,吨） 营业收入(万元)

L-色氨酸 902.49 840.12 4,699.22

蒸汽 488,444.00 298,620.00 5,874.09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主要产品 2021年1-3月平均售价（元/吨） 2020年1-3月平均售价（元/吨） 变动比率（%）

L-色氨酸 55,935.44 41,256.80 35.58%

蒸汽 196.71 164.27 19.75%

（二）主要原料价格波动情况

主要产品 2021年1-3月平均采购价格（元/吨）

2020年1-3月平均采购价格

（元/吨）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葡萄糖 2,908.30 2,151.42 35.18%

主要受葡萄糖上游原料玉米淀粉价格变动

影响。

煤炭 743.89 548.33 35.66%

主要受煤炭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煤炭市场采

购价同比上升所致。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26� � � �证券简称：*ST瀚叶 公告编号：2021-068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网上举办2020年度业绩

及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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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下午16:00-17:00

● 会议召开网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平台“上证e访谈”栏目（http://sns.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 投资者可以在2020年5月10日下午15: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

至公司邮箱(电子信箱：600226@hugeleafgroup.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已于2021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和《关

于2020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等相关信息。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0年年度

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利润分配等情况，公司计划于2021年5月11日16:00-17: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证e互动” 网络平台召开2020年度业绩及分红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 )，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充

分沟通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说明会定于2021年5月11日 (星期二) �下午16:00-17: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

（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e访谈”栏目进行在线交流。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代总裁朱礼静女士、董事兼副总裁唐静波女士及代财务负责人嵇海斌先生等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将出席本次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5月10日下午15: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

送至公司邮箱(电子信箱：600226@hugeleafgroup.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下午16:00-17:00通过互联网直接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证e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

（三）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上证e访谈” 栏目

（http://sns.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景霞

电 话：021-68365799

传 真：021-68365693

邮 箱：600226@hugeleafgroup.com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26� � � �证券简称：*ST瀚叶 公告编号：2021-053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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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2020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合并财务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42,258,861.83元，2020年度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007,340,511.81元，加上上年结转未分配利润-32,681,471.92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1,040,021,983.73元。

依据《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为满

足公司未来经营资金需求，公司2020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0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3号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2020年度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未实

现盈利的实际情况，公司2020年度不满足上述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的经营

情况和未来资金需求，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公司2020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三、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

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2020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制定的2020年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要求，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26� � � �证券简称：*ST瀚叶 公告编号：2021-056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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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2020年度报酬

的议案》，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现将相关事项具体内容公

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事务所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 2011年7月18日 组织形式 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28号6楼

首席合伙人 胡少先 上年末合伙人数量 203人

上年末执业人员数量

注册会计师 1,859人

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737人

2020年业务收入

业务收入总额 30.6亿元

审计业务收入 27.2亿元

证券业务收入 18.8亿元

2020年上市公司（含A、B股）审

计情况

客户家数 511家

审计收费总额 5.8亿元

涉及主要行业

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建筑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采矿业，住宿和餐饮业，教育，综合等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

制造业382家，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7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上年末，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累计已计提职业风险基金1亿元以上，购买的职业保险累

计赔偿限额超过1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

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

近三年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审结的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中均无需承担民事责

任。

3.诚信记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12次，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

处罚、 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32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18次， 未受到刑事处

罚、行政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 (下转B619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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