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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6                           证券简称：神雾环保                           公告编号：2018-087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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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雾环保 股票代码 30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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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金霞 杨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 5 号院 15 号楼 C 座 7

层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 5 号院 15 号楼 C 座 7

层 

电话 010-80470099 010-80470166 

电子信箱 chenjinxia@swet.net.cn yangkun@swet.net.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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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22,250.97 2,064,136,003.38 -9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4,609,155.04 404,805,280.86 -14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63,004,945.74 404,999,409.66 -1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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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6,965,986.83 68,683,396.57 -663.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40 -1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40 -1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0% 14.86% -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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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7,620,455.85 7,124,244,668.12 -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15,250,489.44 2,779,859,644.48 -5.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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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雾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25% 416,623,143 288,224,415 

质押 415,693,728 

冻结 416,623,143 

王树根 境内自然人 2.94% 29,705,000 0  0 

席存军 境内自然人 2.94% 29,701,848 0  0 

苏州武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1.12% 11,266,158 0 质押 11,266,158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 10,983,713 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9% 8,026,272 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创业板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0% 7,114,860 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9% 3,935,900 0  0 

李天虹 境内自然人 0.30% 3,025,000 0  0 

李良 境内自然人 0.27% 2,736,746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王树根为席存军姐姐的配偶。 

2、苏州武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部分董监高及神雾集团部分董事、高管

共同投资设立，作为其增持计划的实施主体，并于 2017 年 6 月 5 日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总数 11,266,15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1.115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李天虹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 股，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24,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025,000 股。公司股东李良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500 股，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2,733,246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736,746 股。 



神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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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节能环保服务业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主要以工程总承包方式对外承接项目。公司重大在建项目共8个，全部为EPC工程总承包模式。报告期内，“内蒙古

港原化工节能技改项目”技改一期稳定运行，各项节能指标符合预期；港原三期项目已经复工，安装工作已接近尾声；新疆

胜沃项目一期工程已经复工，工程建设部分也已经基本完成；新疆能源托克逊项目已经复工，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因受项

目资金紧张影响，其他项目均未复工。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若干应收账款催收小组，负责应收账款的催收工作，将回款作为公司工作的重点，随着公司对应收

账款催收工作的推进，应收账款回收情况已有所改善。 

   （二）科研管理情况 

公司坚持创新驱动理念，高度重视并持续加强技术研发工作，持续不断创新、优化核心技术与工艺环节。报告期内公

司获得专利授权12项。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已授权专利186项。2018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17年版）》，公司的“乙炔化工PE多联产成套装备”作为全国推广的41项大型石油、石

化及煤化工成套装备之一进入推广目录。2018年初，公司子公司洪阳冶化被北京市认定为第20批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2018

年4月，公司“内蒙港原化工全密闭电石炉蓄热式生产新工艺改造”入选国家节能中心重点节能技术应用典型案例（2017）。

报告期内，神雾环保与北京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成功联合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均混预热矿热熔炼炉

电热反应强化与能源替代，神雾环保承担其中子课题:高效能、低排放、智能监控电石生产示范装备与系统。 

   （三）引入战略投资者进展情况 

神雾环保控股股东于2018年2月份开始启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工作。战投资金采用一步规划分步实施的方案。按照方案

安排，前期以上海图世为代表的战略投资人作为领投，后续相关战略投资者跟投。 

2018年3月，神雾集团与部分战略投资者分别签署投资合作意向书。神雾集团在与战略投资者洽谈过程中对上市公司债

权、债务处理情况进行了初步约定。2018年4月26日，神雾集团与上海图世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书》和《增资协议书》。

根据协议书内容，本次交易上海图世拟出资15亿元认购神雾集团增发的相应股份及提供流动性支持，其中人民币3.5亿元用

于购买神雾集团新发行的股份，其余人民币11.5亿元用于支持神雾集团及其子公司技术推广及业务开展。2018年5月17日公

司接到控股股东神雾集团通知，上海图世增资款项3.5亿元已全部到位。2018 年 8 月 20日，神雾集团、上海图世、青岛伯

勒共同签订了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由上海图世（募集资金规模为 15 亿元）、青岛伯勒（募集资金规模为3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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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双方对神雾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或相关项目进行投资。其中：上海图世出资3.5亿元用于对神雾集团增资扩股成为其第

二大股东（资金已到位）。青岛伯勒出资 4.032 亿元用于对神雾集团增资扩股成为其第三大股东。其余资金将全部以增资扩

股或股权转让等方式由上海图世、青岛伯勒按 3：7 的比例共同投资于神雾集团下属子公司以及所涉及的项目公司。具体的

投资条款、金额、时间节点需按照上海图世、青岛伯勒与神雾集团下属子公司以及所涉及的项目公司原股东达成的增资扩股

协议或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加以实施。上海图世与青岛伯勒向项目公司投入资金的时间节点并不受上述青岛伯勒增资扩股资

金的投入时间限制。 

报告期内，战略投资者引进工作的顺利推进，极大丰富了神雾集团的股权结构，增强了股东实力，并将具备较为充足

的资金与资源解决神雾集团当前面临的流动性紧张困难。强有力的股东背景、多元化的股东格局，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各方优

势，加强神雾集团及旗下上市与非上市子公司与相关各方的产业协同性，推动神雾集团长期专注的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及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事业快速发展。同时也为神雾集团进一步稳定债权人、缓解债务处理压力提供支持。 

（四）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502.2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95.88%；实现营业利润-16,942.49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 135.28%；实现利润总额-16,798.0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35.00%；实现净利润-16,460.9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40.5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460.9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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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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