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补充《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有关情况的公告 

 

    2018 年 1 月 3 日，我公司公告了《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按有关规定，对该报告书修订补充如下： 

一、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增加： 

    五、冰轮集团 48%股权的持有人结构图 

    冰轮集团 48%股权的持有人是烟台远弘实业有限公司，其股权结构图如下： 

          
    【注 1】合弘投资股东中占比 9.99%者 1 人，占比 7.24%者 5 人，占比 2%-3%者 7 人，

占比 1%-2%者 7 人，占比 1%以下者 80 人。 

     其中上市公司董监高出资情况： 

姓名 职务 占合弘投资比例（%） 

李增群 董事长 7.24 

王强 董事、总裁 2.92 

卢绍宾 董事、副总裁 2.46 

董大文 监事会主席 7.24 

于静 监事 0.56 

于志强 副总裁、总工程师 1.46 

葛运江 副总裁 1.46 

舒建国 副总裁 1.46 

焦玉学 副总裁 1.32 

孙秀欣 董事会秘书 1.72 

吴利利 财务负责人 0.73 

 

    【注 2】烟台远弘实业有限公司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占远弘实业比例（%） 

烟台合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0.36 

王旭光 6.25 

王瑛 6.20 

娄江波 6.05 

姜福民 5.86 

卢绍宾* 5.75 

焦玉学* 5.42 

于得水 5.41 

徐从顺 4.92 

高维丽 3.78 

合计 100.00 

        其中：上市公司董监高有董事副总裁卢绍宾、副总裁焦玉学 

二、增加 ：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正在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补充

审计 2016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完毕将尽快披露。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2017 年 1-9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资产负债表 

 

   2017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单位：元  

 资 产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负债和所有

者权益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30,893,364.53   800,153.51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26,692,421.16   26,692,421.16  
交易性金融

负债 
    

应收票据     应付票据     

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     

预付款项     预收款项     

应收利息    -    
应付职工薪

酬 
    

应收股利     应交税费  22,251.82   171,754.24  

其他应收款 
2,746,436,065.0

0  

2,923,586,065.0

0  
应付利息     



存货     应付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其他应付款 

 ,955,027,465.0

0  

3,344,027,465.0

0  

其他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其他流动负

债 
    

流动资产合计 
2,804,021,850.6

9  

 ,951,078,639.6

7  

流动负债合

计 

 ,955,049,716.8

2  

 ,344,199,219.2

4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长期借款     

持有至到期投资  5,512,000.00   390,00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付款     

长期股权投资  307,122,095.69  552,122,095.69  专项应付款     

投资性房地产     预计负债     

固定资产  1,787,731.70   1,787,731.70  
递延所得税

负债 
 37,624,800.00   37,624,800.00  

减：累计折旧  1,649,208.91   1,690,129.88  
其他非流动

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138,522.79   97,601.82  
非流动负债

合计 
 37,624,800.00   37,624,800.00  

减：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 
    负债合计 

2,992,674,516.8

2  

3,381,824,019.2

4  

固定资产净额  138,522.79   97,601.82        

在建工程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

益）： 

    

工程物资     
实收资本（或

股本） 
 220,000,000.00   220,000,000.00  

固定资产清理     资本公积 
 

-106,877,904.31  

 

-106,877,904.31  

生产性生物资产     减：库存股     

无形资产     专项储备     

无形资产     盈余公积     

商誉     未分配利润  10,997,856.66   8,742,222.25  

长期待摊费用     
所有者权益

合计 
 124,119,952.35   121,864,317.94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12,772,618.48   552,609,697.51        

资产总计 
3,116,794,469.1

7  

3,503,688,337.1

8  

负债和所有

者权益总计 

3,116,794,469.1

7  

3,503,688,337.1

8  

 

利润表 

编制单位：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7年 9 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数 本年累计数 

一、营业收入 
                -     

减：营业成本 
                -    

    税金及附加 
          3,332.17          28,522.63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28,103.25         297,687.97  

    财务费用 
      2,747,039.27       4,229,465.10  

    资产减值损失 
                -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投资收益（亏损以“－”号填列） 
          5,079.60         301,981.91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773,395.09      -4,253,693.79  

加：营业外收入 
             740.03  

减：营业外支出 
                -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三、利润总额（亏损以“－”号填列） 
     -2,773,395.09      -4,252,953.76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773,395.09      -4,252,953.76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    

五、可供分配的利润 
     -2,773,395.09      -4,252,953.76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    

六、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2,773,395.09      -4,252,953.76  

减：应付利润   
              -    

七、年末未分配利润 
     -2,773,395.09      -4,252,953.76  

         

       现金流量表 

 单位：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日期：2017-09-01 -- 2017-09-30 

现金流量表项 本年累计数 本月数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0,093,211.02 -1,439,077.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43,823,453.68 -15,561.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现金流入小计 145,131,277.08 1,487.03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5,131,277.08 1,487.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现金流出小计 1,307,823.40 17,048.6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235,237.96 12,540.99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72,585.44 4,507.6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409,009,136.93 2,207,928.6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现金流入小计 148,284,683.40 9,161,234.05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3,52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25,475.0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8,055,688.36 9,161,234.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现金流出小计 557,293,820.33 6,953,305.3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0.00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45,003,52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12,290,300.33 6,953,305.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35,092,472.23 -3,631,444.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现金流入小计 245,000,000.00 0.00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45,00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现金流出小计 9,907,527.77 3,631,444.44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0.00   

             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9,907,527.77 3,631,444.44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0,093,211.02 -1,439,077.37 

        现金的期末余额 800,153.51 800,153.51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30,893,364.53 2,239,230.88 

        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三、原第十节、第十一节顺延为第十一节、第十二节 

四、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对上市公司后续发展计划可行性的说明、信息

披露义务人关于不存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说明、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核心业

务核心企业及持股 5%以上上市公司等有关情况的说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

资料 

     特此公告 

  



（此页无正文，为《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修订补充<冰轮

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有关情况的公告》之签

章页）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8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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