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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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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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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蓝科技 股票代码 0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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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欣 田晓楠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 7 号 7 栋（E

楼）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 7 号 7 栋（E

楼） 

传真 010-64740711-8062 010-64740711-8062 

电话 010-64740711 010-64740711 

电子信箱 securities@kinglandgroup.com securities@kingland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板块有序开展业务，形成良性互补，推动公司在生态环境领域平稳健康发展。

本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90,140.87万元，主要来源于生态节水、土壤修复两大业务板块。 

1、在智慧生态节水运营服务板块，主要由公司子公司京蓝生态、京蓝沐禾承接相关业务。京蓝沐禾是

中国领先的微灌和灌溉智能化方案提供商，独立承接节水灌溉施工项目，主要是微灌工程，提供从节水灌

溉材料设备制造到工程设计、预算编制、施工安装、调试、售后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其主要产品涵盖滴

灌系统全部组成部件，包括三大类：第一类为首部枢纽系统，主要包括过滤器、施肥器、首部控制系统等；

第二类为输水管材，主要包括PVC管材、PE管材等；第三类为滴灌带，主要包括内镶贴片式滴灌带和单翼

迷宫式滴灌带。京蓝沐禾主要通过为客户提供“智能、高效、节约化的整体解决方案+工程施工+工程所需

设备、材料销售+综合服务”的业务模式来实现盈利。报告期内，公司生态节水运营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135,284.74 万元，占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总额的71.15%。 

2、在土壤修复业务板块，主要由本报告期收购的中科鼎实承接，公司现持有中科鼎实77.7152%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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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鼎实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科鼎实主营业务为环境修复工程服务，目前已经形成以污染土壤修复为

核心，以地下水修复、固体废物环境污染治理等新兴领域并举的业务格局，具有丰富项目施工管理经验和

完善的环境修复技术体系，是国内较为领先的环境修复工程服务商。中科鼎实以工程承包模式，向客户提

供包括场地调查与风险评估、工艺选择、方案制定、工程设计、工程施工以及后期评估在内的项目全过程

系统服务，从而获得收入、利润和现金流。报告期内，公司土壤修复运营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67,151.11 万

元，占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总额的35.32%。 

3、公司经营模式的介绍：公司节水灌溉工程、园林绿化、土壤修复项目主要分为施工总承包、EPC项

目和PPP项目等。①施工总承包项目与EPC项目业务模式：工程价款结算主要根据合同中约定的方法和时

间向发包方提交工程量计算报告，再通过监理工程师及发包方审核，形成工程进度款并结算，在工程完工

后，根据工程完工结算书交付发包方，在项目竣工验收、审计结束后，发包方按照审定金额向公司支付余

款，并保留工程造价的一定比例作为质量保证金，在质保期结束后支付。②PPP项目业务模式：该类项目

需要先履行招投标程序或竞争性磋商程序获取，获取后由公司牵头成立项目公司，各方根据协议约定缴纳

注册资本金，后续由SPV进行项目投融资、建设及运营，运营期8~20年不等。待运营期结束收回投资后，

进行产权移交。 

4、公司净利润主要来源于第二、四季度，因本报告期大多数项目都分布在北方地区，具有明显的季节

性，一季度各项目多处于准备期，未开启建设。 

（二）其他业务板块 

在环境园林科技服务板块，主要由公司子公司京蓝园林承接相关业务。京蓝园林以为人类创造美好环

境为使命，为国内产业链最为完整的城市景观环境运营商之一。主要从事工程施工及园林景观设计，为各

类市政公共园林工程、地产景观园林工程、休闲度假园林工程及生态湿地工程等项目提供园林景观设计、

工程施工及苗木养护管理。京蓝园林的业务范围涵盖园林绿化全产业链，提供园林工程施工、园林景观设

计、绿化养护及苗木种植与销售等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得收入、利润。 

本报告期，受2019年度宏观经济形势以及金融环境变化的影响，北方园林放缓了部分项目的实施进度，

导致营业收入减少，利润下降。其报告期实现收入 15,372.45 万元，占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总额的8.08%。 

（三）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等，详见“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九、

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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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901,408,713.75 2,490,857,777.77 -23.66% 1,807,935,66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6,745,832.56 102,535,975.63 -1,111.10% 289,292,39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3,774,865.71 74,465,558.59 -1,528.55% 277,215,694.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641,195.85 -843,379,277.69 -89.49% -395,078,369.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3 0.12 -958.33% 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3 0.12 -958.33%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1% 2.39% -24.50% 8.4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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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12,118,205,650.23 10,994,938,944.75 10.22% 8,712,634,43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35,903,674.91 4,343,418,610.61 6.73% 4,241,687,30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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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313,405.16 723,398,819.11 514,138,313.98 505,558,17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665,526.70 80,924,389.88 18,206,540.19 -1,070,211,23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959,682.54 58,733,715.40 18,555,570.39 -1,070,104,468.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005,707.42 -144,401,928.32 59,552,621.92 252,213,8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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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9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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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杨树蓝

天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68% 

170,763,7

81 
0 质押 170,735,328 

殷晓东 
境内自然

人 
11.12% 

113,842,5

69 
113,842,569   

北京杨树嘉

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21% 

94,316,80
6 

0 质押 94,316,806 

京蓝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03% 

72,000,00

0 
0 质押 50,026,701 

乌力吉 
境内自然

人 
5.65% 

57,814,76

6 
49,961,074 质押 54,799,998 

半丁（厦门）

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70% 

48,141,73

2 
48,141,732 质押 36,330,708 

融通资本（固

安）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3% 

30,037,54

6 
0 质押 30,037,546 

朗森汽车产

业园开发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3% 

29,020,55

5 
0 质押 29,020,555 

天津北控工 境内非国 2.21% 22,603,15 22,603,153 质押 22,60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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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有法人 3 
冻结 22,603,153 

江文亮 
境内自然

人 
1.42% 

14,491,49
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杨树蓝天、杨树嘉业、京蓝控股、融通资本互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和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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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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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多元化发展战略，在董事会的正确决策下，管理层利用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优

势，以及自身丰富的资本运作经验，继续采用内生式增长与外延式扩展相结合的模式不断进行资源整合，

完善公司产业架构，促进公司战略全面升级，形成了“生态环境+大数据、移动互联、云计算”一体化的

商业模式，打造了“京蓝生态水利、京蓝环境园林、京蓝土壤修复、京蓝清洁能源、京蓝国际工程、京蓝

技术研究院、京蓝企业级创新孵化器”为一体的多业务战略板块，致力于成为国际领先的“生态环境领域

解决方案供应商和投资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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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业务板块发展情况如下： 

1、京蓝土壤修复 

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了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中科鼎实56.7152%股权事宜，现公司共持有中科鼎实

77.7152%股权。中科鼎实主要从事土壤修复、地下水修复等业务，通过对中科鼎实的收购，进一步完善了

公司的生态环境产业布局，使公司具备“水土共治”一站式环境修复解决方案能力：一方面，通过将城市

场地修复和园林绿化板块相结合，上市公司将拥有污染土壤的调查监测、风险评估、治理修复、绿色利用

再开发、生态园林体系重建和运营维护能力，形成产业链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公司成为国内同时具备污

染耕地修复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企业，有望解决“红水浇地”、“过量施肥”等行业问题，实现对水资源滥

用和耕地污染的有效管控。报告期内中科鼎实先后中标天津市北辰区化工危险品贸易储运公司地块治理修

复工程、五干河垃圾填埋场开挖及原地处置（EPC）工程总承包、广州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一期地块污染土

壤治理与修复、山东大成农化有限公司第二期土壤修复项目-包二：A-6区土壤及地下水修复施工、广东四

明燕塘乳业有限公司地块和广东大日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地块场地治理修复、原长沙铬盐厂铬污染整体治理

项目柔性垂直风险管控系统工程总承包等项目，目前各项目按照合同约定有序实施中。 

2、京蓝生态水利 

生态水利业务是公司发展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智慧高效节水灌溉平台

包括水资源管理系统、新农艺系统、地上灌溉系统、输水管网系统、智慧农业云系统、测土配肥系统、自

动控制系统及水权交易系统，可通过智能高效节水灌溉系统制定最佳的灌溉施肥方案，为客户提供优质高

效省心的服务。子公司京蓝沐禾进一步深化了发展方向，以农业管家、生态专家作为企业定位；业务以水

为主线，紧紧围绕高效节水、水源地建设、安全饮水、农业产业园开发等具体项目，充分利用蜂巢约束系

统、水环境修复及土壤修复技术，提供水生态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努力打造投资、设计、建设、运营一体

化综合服务。致力于为节水和生态事业探索提供京蓝方案。报告期内，公司智慧高效节水灌溉业务发展态

势良好。京蓝沐禾中标科左中旗2019年农业高效节水（高标准农田）工程（第一标段）、丘北县红旗灌区

人畜饮水提升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等，部分项目已落地实施。 

丰富的订单储备为公司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保障，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3、其他业务板块 

（1）京蓝环境园林板块主要由北方园林承接，报告期内，京蓝园林相继中标天津市西青区精武文化

公园项目景观工程、天津市津南区农业经济委员会津南区2019年造林绿化 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服务项

目二标段、雄安新区2019年植树造林项目（秋季）生态游憩林部分施工总承包第四标段等项目。但因受2019

年度宏观经济形势以及金融环境变化的影响，北方园林终止了部分项目的实施，导致营业收入大幅下降，

严重亏损。 

（2）为不断完善公司以水体为中心的大生态产业链布局，公司加大对土壤修复等方面核心技术的开

发，京蓝环境与多地研究院及高级院校建立了“产、学、研”合作模式，联合研发了土壤改良调理剂、配

肥核心科技包等技术和产品，有效解决了土壤盐碱化、生态护坡等问题。报告期内，公司中标高唐县三十

里铺镇乡村振兴示范项目（中国锦鲤文旅小镇）项目，是公司发展乡村振兴事业的重要成果，进一步提高

了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公司还重点规划了企业级创新孵化器，为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发展提供强力的技术支撑和资金保障；

京蓝技术研究院作为企业的研发中心，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京蓝

国际工程为公司开拓国际业务提供良好支撑。同时，在京蓝物联网业务板块，主要由京蓝云智承接，京蓝

云智属于高科技公司，且尚处于创业阶段，为满足其发展中巨大的资金需求，公司将其置出体外发展，一

方面可以改善公司现金流，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另一方面也为京蓝物联网搭建了灵活的资本运作平台，

吸引境内外专业机构和资金，增强融资能力。报告期内，公司、京蓝物联网共同与浙江省农村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内蒙古兴安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政府分别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以共同推进智慧农业及相关的农业物联网、农业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在技术推广应用、技术创新、商

业合作、服务合作等各领域展开多方位立体化合作。 

（三）本报告期经营业绩和资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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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190,140.8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8,944.91万元，下降23.66%；公司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03,674.5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13,928.18 万元，下降

1,111.10%%。主要因受 2019 年度宏观经济形势以及金融环境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北方园林放缓、终止

了部分项目的实施进度，导致营业收入减少，利润下降，另外对北方园林并购形成的商誉及其他各类资产

计提的减值准备对业绩变动有较大影响。 

公司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  1,211,820.57 万元，较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增加 112,326.68 

万元，增长10.22%。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完成收购中科鼎实导致。2019年12月31日总负债为 684,482.71 

万元，较2018年12月31日总负债增加 33,901.07 万元，增长5.21%。主要因公司为扩大业务范围的资金

需求增加，导致对外融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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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水灌溉 796,941,532.15 199,205,879.50 25.00% -42.00% -48.21% -3.00% 

市政园林 282,919,514.01 -32,190,469.30 -11.38% -70.62% -112.05% -39.11% 

土壤修复 669,170,350.36 235,413,114.63 35.18% 100.00% 100.00% 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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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净利润较上年下滑明显，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1）受2019年度宏观经济形势以及金融环境变化的影响，部分业务板块放缓、终止了部分项目的实施。 

（2）公司根据实际情况，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商誉、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各类资产

计提减值，总额达72,405.92万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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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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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政策变更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8月14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一）变更原因 

1）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

具列报》（财会【2017】14号），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

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3）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

（财会【2019】8号），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4）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

【2019】9号），对债务重组准则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二）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2017年印发修订的会计准则22 号、会计准则23号、会计准

则24号和会计准则37号规定的会计政策执行。 

2）公司按照2019年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会计政策执行。 

3）公司按照2019年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会计政策

执行。 

4）公司按照2019年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会计政策执行。 

其他未修改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新金融工具准则 

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

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调整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

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且计提范围有所扩大，以更加及时、

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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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2）新财务报表格式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相关要求，公司将

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①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② 资产负债表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③ 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财会【2017】7 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④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列示）”。 

⑤ 在“投资收益”下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进行单独列示。 

⑥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

益相关，均在“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3）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对于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入资产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

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对于换出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在货币性资产定义方面，强调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权利。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或者虽具有商业实质但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时，同

时换入的多项资产的，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总额的分摊依据，在“换入资产的原账面价值的相对比例”基

础上增加“其他合理的比例”。 

附注披露内容增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及其原因”。 

4）新债务重组准则 

在债务重组定义方面，强调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债权人作出让步，将重组

债权和债务指定为《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范畴。重组债权和债务的

会计处理规定与新金融工具准则相互呼应。 

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时

的成本计量原则。 

明确了债权人放弃债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信息披露方面删除了对或有应收和或有应付的披露、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及依据。对债权人增加了债

务重组导致的对联营或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增加额及投资比例的披露，对债务人增加了债务重组导致的

股本等所有者权益增加额的披露。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9年度以及以后年度报告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产

生重大影响。 

二、会计政策变更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召开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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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

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该通知规定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

行相应调整（适用于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同时将《财政部关

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1号）废止。 

（二）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除财务报表格式按《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

会【2019】16号）的相关规定执行外，其他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9】16号的要求，公司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及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① 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了“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等行项目。 

② 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

收款项融资”三个行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行

项目。 

③ 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分别增加了“专项储备”行项目和列项目。 

2）合并利润表 

① 将原合并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及“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 

② 在原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行项目下增加了“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

益”行项目。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及“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等

行项目。 

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9 年度以及以后年度报告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净

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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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9年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48户，较上期增加8户，减少8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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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子公司共计3家，分别为：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中科华南（厦门）

环保有限公司、中科鼎实环境工程宜兴有限公司。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内的新设子公司共计5家，分别为：京蓝（山东）乡村振兴有限公司、呼伦贝尔

京蓝市政建设有限公司、通辽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中科鼎实（宜春）环卫服务有限公司、中科鼎

实（广东）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本期注销的子公司共计3家，分别为：京蓝天拓航空应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中科鼎实环境工程

宜兴有限公司、京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本期股权转让的子公司共计5家，分别为：京蓝云智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固安京蓝云科技有限公司、

京蓝时代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京蓝若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赤峰沐原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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