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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9             证券简称：科林环保              公告编号：2018-051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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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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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林环保 股票代码 00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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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斌 方芳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红黄路 121

号紫荆商业广场 1 幢 37楼 

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红黄路 121

号紫荆商业广场 1 幢 3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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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23-88561901 023-88561909 

电子信箱 zqb@sz002499.com zqb@sz002499.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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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0,055,760.33 765,758,453.75 -8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192,097.73 43,532,585.88 -3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826,407.73 39,385,116.14 -72.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6,470,369.66 -404,775,965.62 21.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92 0.2303 -35.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92 0.2303 -35.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3% 6.01% -2.2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40,380,692.52 1,603,488,656.86 1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6,613,503.62 742,201,405.89 3.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20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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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东诚瑞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00% 35,910,000 0 质押 35,910,000 

宋七棣 境内自然人 14.31% 27,038,130 0 质押 8,928,779 

徐天平 境内自然人 4.82% 9,101,368 0 质押 3,005,536 

张根荣 境内自然人 4.50% 8,499,052 0 质押 2,806,633 

周兴祥 境内自然人 1.59% 2,998,722 0 质押 990,265 

陈国忠 境内自然人 1.06% 1,996,263 0 质押 659,224 

莫海 境内自然人 1.01% 1,900,000 0 - - 

付春洪 境内自然人 0.77% 1,463,700 0 - - 

聂虹 境内自然人 0.71% 1,351,200 0 - - 

沈阳 境内自然人 0.57% 1,073,64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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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就本公司所知晓的范围内，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聂虹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持有的公司股份 1,351,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351,2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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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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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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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在坚持大环保的整体战略背景下，通过光伏电站 EPC工程总承包业务实

现营业收入；同时，公司研判国家“十三五”政策，紧紧抓住电力及能源改革热点及核心，

开拓新能源业务发展方向，围绕综合能源服务公司、“互联网+能源”等新概念拓展多能互补、

发输配一体化购售电公司等新型盈利模式和利润增长点；另外，公司本着创新发展的原则，

通过兼并整合的形式快速切入大气污染治理、工业 VOCs治理等异味治理新市场，形成公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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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除能源板块外的另一大支柱产业，完善公司产业布局，为全体股东谋求新的发展方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2,005.5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4.32%；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2,819.21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5.24%。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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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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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2017年 9月完成了科林技术的 100%股权转让，科林技术于 2017年 10月起不再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内新增凛丰智慧能源科技（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黎东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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