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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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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公司 2019年 3月 10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以公司 2018 年末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5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264,013,785.60元

（含税），同时以公司 2018年 12月 31 日总股本 1,760,091,904 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3股。以上董事会决议尚需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美控股 600167 黎明股份、ST黎明

、ST沈新开、沈阳

新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思生 胡波 

办公地址 沈阳市浑南新区远航中路1号 沈阳市浑南新区远航中路1

号 

电话 024-23784835 024-23784835 

电子信箱 zqb@shnd.sina.net zqb@shnd.sina.net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18年，公司收购兆讯传媒 100%股权，在原有清洁供暖业务基础上，公司进入高铁数字媒体

新领域，供热、供电、工程及接网、广告发布收入是公司主要收入来源。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清洁供暖业务模式主要业务包括：供热、供电、供汽、房屋租赁、市政



建设、工程施工、物业管理。公司全资子公司浑南热力、国惠新能源、沈阳新北等主要为沈阳用

户提供集中供暖、供应蒸汽、发电业务。沈水湾和联美生物能源，为专注于实现清洁能源、可再

生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供热的公司。国惠新能源及沈水湾拥有国内单体装机规模最大的水源热泵

项目；而联美生物能源则专注于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的开发与运营。未来随着沈阳自贸区建设及

区域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用热需求迅速增长，公司将匹配清洁能源的规模化利用，切实做到节约

燃料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环保效益将十分显著。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广告发布业务模式为在国内铁路客运站自主建设的数字媒体，通过与国

内各铁路局下属负责管理辖区内广告媒体资源的广告公司签署媒体资源使用协议，取得协议范围

内相应铁路客运站的长期数字媒体资源广告经营权。通过在对应站点的候车室、检票口、进出站

及站内主要通道等旅客密集区域自主安装数字视频机和数字刷屏机等数字媒体，为广告主提供广

告发布的全方位服务。 

供热服务方面：沈阳市供暖季为每年 11月 1 日至下一年 3月 31日，公司通过供暖管网向客

户提供供暖服务。 

供汽业务方面：为客户提供工业蒸汽，蒸汽用户依照用户需求量×单价方式进行销售。 

发电业务方面：公司子公司新北热电及其子公司国新新能源从事燃煤发电的热电联产业务；

江苏联美从事生物质发电的热电联产业务。上网电价由物价管理部门确定。 

接网服务方面：接网服务是公司将用户内部供暖管网接入公司供暖管网，公司按照用户园区

建筑面积收取相应接网费。根据财政部财会[2003]16 号文件《关于企业收取的一次性入网费会计

处理的规定》， 将收取的客户接网费收入在为客户提供接网服务完成的当年起平均递延计入主营

业务收入，递延期间为 10年。 

工程业务方面：主要从事与供暖客户及供暖业务相关的工程。 

广告发布业务方面：兆讯传媒是专业的高铁数字媒体综合运营商，主要运营全国铁路车站数

字媒体广告，收取客户广告费。 

供热、发电业务等方面行业情况说明参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 

2016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1,002,449,440.66 11,566,696,324.50 11,136,330,015.53 -4.88 6,849,459,578.69 6,498,648,559.03 

营业收入 3,037,023,688.10 2,714,174,237.95 2,376,375,380.44 11.89 2,328,438,310.49 2,044,444,894.91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16,794,135.38 1,047,750,713.19 922,123,824.73 25.68 817,002,837.13 698,923,929.3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1,132,619,265.45 884,700,654.59 884,700,654.59 28.02 451,908,351.73 451,908,351.7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106,557,497.34 7,464,221,441.06 7,105,307,268.23 -18.19 2,764,107,868.00 2,490,820,583.63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32,818,443.35 1,277,296,374.47 1,122,743,633.67 -11.31 1,153,372,456.56 1,025,833,676.56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 

0.7481 0.6575 1.1573 13.78 0.6006 1.0276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 

0.7481 0.6575 1.1573 13.78 0.6006 1.0276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17.48 19.13 17.84 减少

1.65个

百分点 

32.52 32.5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

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284,200,331.37 215,053,208.06 247,161,429.87 1,290,608,71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2,505,874.29 24,185,063.50 87,195,845.85 582,907,35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76,833,367.08 -17,869,146.20 29,984,983.83 543,670,060.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0,264,929.39 -275,724,976.87 139,522,442.90 1,679,285,906.7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沈阳华新联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向拉萨兆讯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拉萨汇誉贸易有限公司、拉萨金宝利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拉萨兆讯移动科技有限

公司购买兆讯传媒全部股权，对价为 230,000 万元。2018 年 11 月 7 日，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

毕。交易完成后，兆讯传媒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兆讯传媒及其全资子公司兆讯新媒体科技

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按照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原则，对公司报表的期初数，前 3 季度数据以及

上年同期数进行了调整。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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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34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69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联众新能源有限公司 526,801,014 953,461,156 54.17 853,320,284 质押 380,046,493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联美集团有限公司 157,644,129 299,969,583 17.04 84,978,232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金鹰基金－浙商银行－云南

国际信托－云信富春 5 号单

一资金信托 

43,904,958 87,809,916 4.9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拉萨和泰装修有限公司 39,979,338 79,958,676 4.54   未知 79,958,6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周泽亮 32,194,411 43,175,474 2.45   未知 21,847,708 境内自然人 

周如明 20,900,000 41,800,000 2.37   未知 41,800,00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7,165,091 12,330,380 0.70   无   其他 

江洁 6,124,262 12,248,524 0.70   未知 8,580,000 境内自然人 

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券－

共盈大岩量化定增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8,125,934 12,018,694 0.68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

220 号资产管理计划 

5,968,264 11,936,528 0.68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联众新能源有限公司及联美集团有限公司均为苏素玉及其一致行动人苏武雄、苏

冠荣、苏壮强、苏壮奇控制的企业。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内容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根据财会[2018]15 号准则的相关要求，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

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

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编制范围发生变化详细情况参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本年度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详细情况参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董事长：苏壮强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