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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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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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世达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12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祥强

刘琦

办公地址

大连高新园区火炬路 32A 号 B 座 20 层

大连高新园区火炬路 32A 号 B 座 20 层

传真

0411-84732571

0411-84732571

电话

0411-84732571

0411-84732571

电子信箱

chenxiangqiang@dleast.cc

liuqi@dleast.cc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余热发电业务：公司通过总承包、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及成套、技术服务等方式，为客户提供节能减排的专业化服务。
公司的客户主要集中在水泥行业。受制于国内水泥余热发电市场存量下行、竞争格局加剧等外部因素，加之难以实现技术升
级、人员匹配等内部因素，公司余热发电业务已不具备继续拓展的价值。报告期内，公司着重解决历史遗留项目的清理难题，
逐步优化资产结构。
（2）光伏发电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负责运营总规模为53MW的并网
光伏电站。报告期内，公司无新增光伏业务，光伏发电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格尔木神光运营的并网光伏电站。2019年，该电
站受格尔木当地阴雨雾霾天气导致的光照时长减少以及设计、技术不完善的影响，全年发电量同比下降，但经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多方面的降本增效措施，报告期净利润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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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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单位：元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 年

2019 年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10,927,501.98

调整后

2017 年

调整后

152,256,568.07 152,256,568.07

调整前

调整后

-27.14%

112,684,305.11 112,684,30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6,139,653.56

36,688,474.98

36,688,474.98

-56.01%

-264,247,685.99 -264,247,68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434,158.15

-9,416,465.71

-9,416,465.71

147.09%

-274,187,152.83 -274,187,152.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455,761.22

-15,334,006.10 -15,334,006.10

272.53%

5,041,325.62

5,041,325.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21

0.14

-57.14%

-1.49

-1.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21

0.14

-57.14%

-1.49

-1.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0%

4.71%

4.71%

-2.61%

-29.32%

-29.32%

调整前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2019 年末

1,233,153,979.40 1,254,199,122.50
775,038,794.52

调整后
1,254,199,122.5
0

761,000,059.85 761,000,059.85

2017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1.68% 1,397,739,483.70
1.84%

1,397,739,483.7
0

769,216,286.57 769,216,286.5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3,713,229.81

18,603,839.24

25,838,533.29

42,771,899.64

2,436,214.94

143,819.54

4,303,580.85

9,256,038.23

-828,135.04

-3,185,568.40

1,236,307.91

7,211,553.68

-19,923,885.75

-2,021,982.21

25,682,869.46

22,718,75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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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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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5,696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8,242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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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光恒昱股
境内非国有
权投资合伙企
法人
业（有限合伙）

持股数量

22.02%

58,453,26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0 质押

王正荣

境内自然人

2.47%

6,547,719

0

于庆新

境内自然人

2.34%

6,216,354

0

敬瑞丰

境内自然人

2.11%

5,590,700

0

阎克伟

境内自然人

1.94%

5,162,709

0

王正育

境外自然人

1.49%

3,958,634

0

胡爱玉

境内自然人

1.36%

3,600,000

0

刘振东

境内自然人

1.23%

3,274,481

1,682,804

汪清春

境内自然人

1.17%

3,109,922

0

黄炜

境内自然人

1.15%

3,051,213

0

数量
58,453,2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股东阎克伟控制股东于庆新的证券账户；其他未知。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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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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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度，公司遵循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继续以巩固与发展为主题：一方面，以加快新业务的引进为首要任务，巩固传统
业务的发展，全力清理现存的历史遗留项目，密切关注资本市场动态，严格按照最新的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做好公司内部
控制，合法合规治理运作；另一方面，继续围绕国家产业发展战略所确定的重点领域，结合企业自身实际，积极通过并购整
合，谋求企业内生增长与外延并购的双轮驱动，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步伐。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余热发电业务：报告期内，随着合同能源管理项目陆续运营到期，以及大部分历史遗留余热发电项目的逐渐完工和清
理，该部分业务已接近尾声，后续公司也无计划继续拓展，其收入占比呈较大下降趋势。
（2）光伏发电业务：公司光伏发电项目为全资子公司格尔木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运营的53MW并网光伏电站。由于是较早
采用高倍聚光发电技术的电站，在设计及技术上存在一定的不完善，对于光照的条件要求相对较高。2019年，格尔木当地阴
雨、雾霾天气情况较多，光照条件不理想，光照时长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进而导致格尔木神光光伏电站的发电量低于预期，
全年累计并网电量5,967.31万度，实现电费收入5,048.02万元，实现营业利润657.42万元。
（3）商业保理业务：上海易世达保持对宏观金融大环境的适时追踪，继续以审慎的态度对目前市场的投融资环境进行研究
和分析，坚持防控风险、保障公司长期健康发展为重要前提，以自有资金开展业务为主，不盲目通过银行融资等杠杆手段拓
展业务规模。报告期内，上海易世达累计签订保理业务订单6份，合计投放融资金额4,830万元。
（4）裸眼3D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共同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08亿元（含相关交易费用）通过增资及
收购部分股权的形式投资上海易维视，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累计合并持有上海易维视51%的股权。
上海易维视是业界领先的裸眼3D/XR原创技术企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认证企业，致力于裸眼3D原创技术优势打
造下一代裸眼3D/XR通用计算平台，用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技术形成裸眼3D/XR智能解决方案，已获得了20多项裸眼3D专
利、软件著作权授权。
2019年，上海易维视以“立足于已量产产品，实现年度业绩目标”为基本任务，认真贯彻落实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强化队伍
建设，加强市场推广，勇于开拓创新，全年实现订单金额2,553万元。
在产品研发方面，上海易维视实现了年初新品研发计划中的部分小批量量产，其中单用户28寸裸眼3D显示器受到了海外客
户的青睐，已开始批量下单；32寸裸眼3D医疗显示器也已于年底实现订单。
在市场推广方面，上海易维视加强品牌建设为着力点，创新营销方式，掌握市场动向，进一步提高分析市场、争取市场、驾
驭市场的能力，逐步建立起了相对有效的市场营销系统。参加了Unite开发者大会、全国高校艺术设计大赛、教育装备展、
深圳文博会、中博会、进博会等高规格的展会，尤其是进博会上的超大裸眼3D屏产品，向国内外友人展示了中国70年大变
化和中国高科技大发展，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受到国家领导人和各地政府领导的关注。
在政策扶持方面，上海易维视于2019年上半年获得了上海市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并于2019年6月底收到
上海财政拨付的首批扶持资金150万元；于2019年下半年申请了上海市虹口区的“四新”示范企业，获得虹口区扶持资金20万
元。
报告期内，上海易维视虽然加大了市场与品牌推广力度，但是销售团队建设进展比较缓慢，市场敏感度尚未提升，对于市场
开拓进程产生了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医疗及教育等新业务市场的拓展进度，尚未实现重大突破。同时，受整体宏观经济形势
影响，上海易维视应用于广告传媒、展览展示行业领域的产品业务未达到预期业绩指标，导致其未实现当年的盈利目标。
（5）工业大麻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聆感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与美国REDCO A LLC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同
出资在美国内华达州设立大麻及相关产品检测服务中心，该检测服务中心经取得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境外投资
项目备案通知书》和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下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后，已在美国内华达州完成注册登记，尚未实缴出资。
报告期内，公司与汉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汉麻集团）签署《合资合作合同》，由公司及/或全资子公司使用超募资
金2亿元与汉麻集团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负责建设工业大麻基材产香薄片生产基地和工业大麻素加热不燃烧非烟制品加
工基地项目。该项目由全资子公司聆达生物科技（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实施，合资公司沃达工业大麻（云南）有限责任
公司已于2019年10月25日完成注册登记，目前正在进行项目环评、安评等前期准备工作。
（6）其他营运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不超过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2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了购买理财产品的决策、审批和实施，
提高了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资金的能动效用，促进公司整体业绩提升，促使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入做好资产结构优化，通过诉讼、协商、聘请外部机构等多种方式进行应收账款的全面清收工作，全
年项目回款取得了较大进展。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强化和规范公司管理，消除潜在的风险因素，公司进行了全面的重大风险自查工作，并根据最新的监管
工作重点要求，通过学习领会和从自身实际出发，对公司内部控制建设进行了深入梳理，积极完善经营管理中尚存在的一些
不足和瑕疵，为公司后续多元化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保障。
（7）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092.75万元，同比减少27.14%；营业利润1,905.17万元，同比减少49.36%；利润总额1,734.13
万元，同比减少52.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13.97万元，同比减少56.01%；基本每股收益为0.06元，同比减少
57.14%。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27.14%，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53.11%，主要系报告期余热发电业务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84.91%，主要系报告期上海易维视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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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00.00%，主要系报告期上海易维视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72.65%，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易世达科技园项目资产，递延收益转入当期损益所致。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28.56%，主要系报告期理财产品收益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两者合计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6.68%：主要系部分余热发电项目上年度完成回款，本期回款
同比减少所致。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对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金融资产发生的信用减值从原资产减值损失中单列
为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00.34%，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易世达科技园项目产生资产处置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95.23%，主要系上年同期与供应商债务重组利得列示所致。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60.79%，主要系报告期固定资产报废损失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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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能源服务

15,718,421.30

2,490,671.30

15.85%

-62.28%

-76.35%

-9.42%

余热发电

21,145,126.81

9,956,462.59

47.09%

-60.67%

449.18%

52.39%

光伏发电

50,480,237.73

31,855,024.14

63.10%

-4.79%

-2.66%

1.37%

裸眼 3D

18,761,590.44

12,847,342.08

6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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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092.75万元，同比减少27.14%；营业利润1,905.17万元，同比减少49.36%；利润总额
1,734.13万元，同比减少52.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13.97万元，同比减少56.01%；上述财务指标变动的主要
原因如下：
（1）部分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运营到期致使项目收益同比减少；
（2）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3）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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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新金融工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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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
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以
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2019年7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批准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五、10。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1）以
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属于金融资产的，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该混合
合同作为一个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除财务担保合同负债外，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金融负债的会计政策并无重大影响。
2019年1月1日，本公司没有将任何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也没有撤销之前的指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生减值损失确认减值准备的方法。“预期
信用损失法”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融工
具准则。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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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投资；租赁应收款；财务担保合同（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除外）。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
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于2019年1月1日，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结果对比如下：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目
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类别
账面价值
103,107,686.63 货币资金
106,079,901.86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
摊余成本
304,45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304,45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17,463,702.81
17,463,702.81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68,125,487.38 应收账款
168,125,487.38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摊余成本
83,478,032.78 其他应收款
80,505,817.55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摊余成本
2,486,272.50
1,835,729.46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
30,00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 摊余成本
30,650,543.04
一年内到期的非 摊余成本
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
于2019年1月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时金融工具分类和账面价值调节表如下：
项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资产：
103,107,686.63
2,972,215.23
106,079,901.86
货币资金
304,450,000.00
304,45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7,463,702.81
17,463,702.81
应收票据
168,125,487.38
168,125,487.38
应收账款
83,478,032.78
-2,972,215.23
80,505,817.55
其他应收款
304,450,000.00
-304,45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负债：
2,486,272.50
-650,543.04
1,835,729.46
其他应付款
30,000,000.00
650,543.04
30,650,543.0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本公司将根据原金融工具准则计量的2018年年末损失准备与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确定的2019年年初损失准备之间的调节表
列示如下：
计量类别
调整前账面金额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67,175,571.05
67,175,571.05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14,309,928.63
14,309,928.63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22,500,000.00
22,500,000.00
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
②新债务重组准则。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以下简称“新债务重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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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债务重组的定义，明确了债务重组中涉及金融工具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准则，
明确了债权人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初始按成本计量，明确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时不再区分资产处置损益与债务重组损
益。根据财会[2019]6号文件的规定，“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目不再包含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
损失。本公司对2019年1月1日新发生的债务重组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9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③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简称“新非货币
性交换准则”），明确了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的概念和准则的适用范围，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明确
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同时完善了相关信息披露要求。本集团对2019年1月1日以后新
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9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不进行追溯调整。
④财务报表格式。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2018年6月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同时废止；财
政部于2019年9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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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废止。根据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本公司对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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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公司于2019年2月1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上海易维视科技有限公司的
议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共同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08亿元（含相关交易费用）通过增资及收购部分股权的形式
投资上海易维视公司。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合计持有上海易维视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上海易维视科技
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6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自工商变更日
起纳入合并范围。
②上海易维视科技有限公司拥有2家全资子公司：宁波易维视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无锡易维视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自收购日
起纳入合并范围。
③公司于2019年9月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使用
自有资金在上海市崇明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聆达生物科技（上海）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2019年
9月18日，该公司完成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自聆达生物公司成立日起纳
入合并范围。
④公司于2019年10月9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工业大麻基材产香薄
片及其产品生产加工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汉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汉麻集团）签署《合资合作合同》，由公司
及/或全资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与汉麻集团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公司决定由全资子公司聆达
生物科技（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实施上述投资项目，与汉麻集团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沃达工业大麻（云南）有
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10月25日完成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自沃达公司成立
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⑤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合同>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聆感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简称：聆感科技）与美国REDCO A LLC公司就共同出资在美国内华达州设立
大麻及相关产品检测服务中心事宜签订《投资合作合同》。根据上述《投资合作合同》的约定，聆感科技与美国REDCO A LLC
公司共同出资设立E&R LLC公司。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关于美国大麻
及相关产品检测服务中心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⑥公司于2019年1月1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厦门易世达新能源有限公
司的议案》，决议注销全资子公司厦门易世达新能源有限公司。该公司已于2019年11月12日完成注销登记手续，取得了厦门
市同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自工商注销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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