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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87       证券简称：天铁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0 

 

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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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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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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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689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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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铁股份 股票代码 300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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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薇薇 范文蓉 

办公地址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东路 928 号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东路 928 号 

传真 0576-83990868 0576-83990868 

电话 0576-83171218 0576-83171219 

电子信箱 tiantie@tiantie.cn ttzh@tiantie.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轨道工程橡胶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轨道结构减振产品、嵌丝橡胶道口板等，主要应

用于轨道交通领域，涵盖城市轨道交通、高速铁路、重载铁路和普通铁路。同时，公司也从事其他橡胶制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主导产品为轨道结构减振产品。针对轨道交通列车运行引起的振动和噪声，该类产品可从振动源减少轨

道交通振动以及由振动引起的二次辐射噪声污染，目前主要用于降低轨道交通列车运行对精密仪器、轨道沿线居民区、古建

筑、学校、剧院、音乐厅、医院和敬老院等对噪声与振动控制要求较高的噪声敏感目标的影响和干扰。目前公司技术团队已

开发出多种轨道结构减振产品，涉及特殊、高等、中等、一般减振产品，参与过数十个轨道交通噪声与振动控制项目，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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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轨道交通和铁路的运营提供有力的运营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技术支持。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根据生产计划确定采购原材料的品名、规格、数量等，并进行供应商评估与选择，采取批量采购和按需即时采购相

结合的模式进行采购。为了有效控制产品质量和成本，公司建立了一套严格的采购及供应商管理制度，同时协助仓储部门做

好物资管理工作，减少浪费，实施事前审核，事后监督的管理模式，同时与主要供应商都有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有效的保

证了公司的物资来源及供应。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按“以销定产，适度库存”的原则组织生产，即一方面根据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组织生产，另一方面依据自身

对客户需求的预判，适度储备成品，维持一个安全的库存量。公司设生产部，负责协调公司的生产调度管理工作，确保生产、

采购和销售的信息共享、订单按时执行，各车间负责实施公司各类产品的生产。 

3、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方式主要为直销，公司设有销售部，负责重点项目信息跟踪、项目投标、销售合同评审、签订合同、订单处

理、执行销售政策和信用政策等工作。在销售活动的组织上，公司实行按销售区域划分的区域经理负责制模式。 

（三）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专注主业，凭借长期的技术积累、持续的自主创新能力及成熟的市场推广经验，不断充足技术储备，

拓展客户资源，在国内轨道交通减振降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不断纵深拓展，丰富产品结构，为客户提供更多元化的体

验，为公司的主营业务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公司所处行业分析  

公司产品主要用于城市轨道工程领域，轨道工程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是国家重要投资方向，继续发挥拉动经济发

展的关键作用。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轨道工程与国家发展战略高

度契合。得益于庞大的市场需求，行业内企业普遍处于景气周期、快速发展阶段。 

公司产品已应用于国内20多个城市的30余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是国内应用案例较为丰富的轨道结构减振产品生产企业

之一。 在公司发展战略指导下，公司未来将要在传统轨道交通减振橡胶制品基础上，扩展其他行业应用。主要发展轨道交

通结构减振及相关业务，在巩固地铁、轻轨等传统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和铁路市场的同时，关注与拓展城际铁路和有轨电车等

其他轨道交通市场，并实现公司从橡胶类轨道结构减振产品供应商到轨道交通减振降噪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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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90,506,025.49 317,549,326.46 317,549,326.46 54.47% 290,277,019.00 290,277,01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7,973,203.80 71,157,410.12 71,157,410.12 9.58% 70,527,749.37 70,527,74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105,793.21 65,705,489.15 65,705,489.15 9.74% 69,903,928.26 69,903,928.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728,252.38 -19,419,304.99 -19,419,304.99 49.90% 55,673,903.32 55,673,903.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30 0.68 0.680 7.35% 0.900 0.9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30 0.68 0.680 7.35% 0.900 0.9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6% 8.75% 8.75% -0.09% 15.83% 15.8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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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772,375,232.

01 
989,300,354.86 989,300,354.86 79.15% 942,887,549.85 942,887,54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23,914,927.07 844,699,723.23 844,699,723.23 9.38% 785,507,947.47 785,507,947.4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①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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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

则的要求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②财政部于 2017 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

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2,684,796.39 146,524,462.51 134,425,191.49 166,871,57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1,134.07 26,611,476.85 14,963,248.15 35,747,34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98,600.08 25,610,960.68 13,941,615.90 35,051,816.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748,636.67 -12,396,008.19 -35,267,188.36 80,683,58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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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44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933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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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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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美雨 境内自然人 19.80% 21,087,200 21,087,200 质押 7,000,000 

许吉锭 境内自然人 14.85% 15,815,744 15,815,744 质押 10,000,000 

许孔斌 境内自然人 7.43% 7,907,872 7,907,872 质押 7,900,000 

汤有铎 境内自然人 4.33% 4,611,664 4,611,664 质押 4,611,664 

许丽燕 境内自然人 3.71% 3,953,936 3,953,936 质押 3,950,000 

许银斌 境内自然人 3.71% 3,953,936 3,953,936 质押 3,950,000 

成都大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8% 2,635,728 0  0 

浙江省创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3% 2,584,8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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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吉毛 境内自然人 1.79% 1,905,072 1,905,072 质押 1,900,000 

徐世德 境内自然人 1.70% 1,805,312 1,805,312 质押 1,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美雨与许吉锭为夫妇关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许孔

斌、股东许丽燕、股东许银斌为兄妹关系，为王美雨和许吉锭之子女；许吉毛与许吉

锭为兄弟关系，许吉毛为许吉锭之兄长；徐世德与王美雨为兄妹关系，徐世德为王美

雨之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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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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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要客户供应商未发生重大变化，整体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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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轨道工程橡胶制

品 
433,548,464.63 253,982,228.64 58.58% 38.32% 29.36%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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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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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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本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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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

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

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30,321,011.2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98,127,136.45 

应收账款 367,806,125.17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25,134,454.02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5,134,454.02 

固定资产 74,264,257.45 
固定资产 

74,264,257.45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86,689,436.06 
在建工程 

86,689,436.06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29,296,909.1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2,700,033.28 

应付账款 43,403,124.14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9,380,961.98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9,380,961.98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管理费用 
66,887,570.33 管理费用 56,113,045.81 

研发费用 10,774,524.52 

2.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

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

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2018年度无应披露的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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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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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本年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① 基本情况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时

点 

股权取得

成本 

股权取

得比例

（%） 

股权取得方

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年末被

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年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乌鲁木齐天路凯得

丽化工有限公司 

2018年6月

25日 

28,800,0

00.00 
85.50 

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 

2018年6月

25日 

取得实际

控制权 
737,922.66 -754,728.35 

新疆中重同兴防腐

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6月

28日 
 95.00 

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 

2018年6月

28日 

取得实际

控制权 
227,272.73 -85,492.51 

江苏昌吉利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

11日 

282,000,

000.00 
60.00 

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 

2018 年 12

月11日 

取得实际

控制权 
12,123,744.17 3,539,878.34 

② 其他说明 

A、根据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新疆天铁工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天铁公司）与浙江凯得丽化工有限公司、胡

志旺、李国峰于 2018 年 5 月 20 日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新疆天铁公司以 28,800,000.00 元的价格受让原股东持有的乌

鲁木齐天路凯得丽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路凯得丽公司）90%的股权，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款项已全部支付。公司

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完成了董事会改选，在天路凯得丽公司 3 名董事会成员中，公司派出 2 名董事，并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新疆天铁公司实质上已于

2018年 6 月 25 日取得对天路凯得丽公司的控制权，故自 2018年 7 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B、根据新疆天铁公司与乌鲁木齐多福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学平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签订的《股权交割证明》及

其补充协议，新疆天铁公司以零对价收购原股东持有的新疆中重同兴防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重同兴公司）100%股权，

根据协议，工商过户后，由新疆天铁公司负责生产经营活动，中重同兴公司于 2018 年 6月 28日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新疆天铁公司实质上已于 2018年 6月 28日取得对中重同兴公司的控制

权，故自 2018 年 7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C、根据本公司与自然人蒋国群、蒋洁于2018年9月28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本公司以282,000,000.00

元的价格受让原股东持有的江苏昌吉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昌吉利公司）60%的股权，其中受让蒋国群持有

的36%股权，受让蒋洁持有的24%股权。公司于2018年11月19日支付股权转让款50,000,000.00元，公司有计划并有能力支付

剩余款项，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股权转让款已累计支付164,000,000.00元，累计支付比例58.16%。江苏昌吉利公司于2018

年11与28日在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并于2018年12月11日完成了董事会改选，在

江苏昌吉利公司5名董事会成员中，公司派出3名董事，本公司实质上已于2018年12月11日取得对江苏昌吉利公司的控制权，

故自2018年12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合并成本及商誉 

项  目 乌鲁木齐天路凯得

丽化工有限公司 

新疆中重同兴防腐

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昌吉利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合并成本    

—现金 28,800,000.00  282,000,000.00 

合并成本合计 28,800,000.00  282,000,000.00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15,455,751.35 -102,247.57 89,068,675.33 

商誉 13,344,248.65 102,247.57 192,931,324.67 

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金额    

①或有对价及其变动的说明 

上述交易均不存在或有对价。 

1、大额商誉形成的主要原因 

天路凯得丽公司依靠浙江凯得丽化工有限公司技术支持，通过与浙江大学纳米研究院、浙大高分子工程研究院、浙大

电化学与功能材料研究所的合作，拥有21项使用新型专利无偿使用权，产品性能优异。近年，伴随着环保监管趋严，无证生

产经营企业的停产查封，区域市场供不应求，而天路凯得丽公司具有危化品生产许可证及环保资质等，具有现时年产2万吨

产能，市场需求旺盛。投资天路凯得丽公司能够使公司快速进入该行业，丰富和完善公司的业务结构，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

利能力，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公司此项并购形成了较大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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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昌吉利公司长期从事锂化物生产，产品主要有氯代正丁烷、正丁基锂和氯化锂，公司拥有丰富的技术储备及各类

专利20余项，在锂化物行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及知名度。无水氯化锂产品可电解生产金属锂、可转化作为生产新能源电池的

原材料，伴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目前动力电池主流技术中，锂元素为正极、负极材料的必须元素，需求量很大且未

来需求将持续增长。氯代正丁烷、丁基锂主要用于医药中间体、合成橡胶催化剂、电子化学品等领域。在新医药领域，人们

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将促进各类降血脂药、抗病毒药的产销量增长。最近几年是抗肿瘤药品和降血脂药品的专利权到期的密

集期，伴随着医药行业的增长和专利到期后非专利药产量的快速提升，作为重要催化剂的丁基锂以及制备丁基锂原料的氯代

正丁烷需求将保持增长。在合成橡胶领域，我国SBS的现有产量无法满足需求量，每年都需要大量进口。随着合成橡胶进口

替代及消费量的增长，国内SBS的生产量在未来几年内保持增长，此外国内垄断行业如化工行业不断放开，导致民企进入市

场后,对丁基锂需求量增加较大。根据江苏昌吉利公司产品特征，其归属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中的精细化工行业，

进入该行业存在一定的技术壁垒、环保治理壁垒、原材料供应壁垒、危险化学品审批壁垒等，投资江苏昌吉利公司能够使公

司快速进入该行业，丰富和完善公司的业务结构，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因此，公司此项并购形成了较大商誉。 

（3）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项  目 乌鲁木齐天路凯得丽 

化工有限公司 

新疆中重同兴防腐 

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昌吉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日 

公允价值 

购买日 

账面价值 

购买日 

公允价值 

购买日 

账面价值 

购买日 

公允价值 

购买日 

账面价值 

资产：       

货币资金 126,406.60 126,406.60 5.99 5.99 17,824,245.80 17,824,245.8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178,252.75 178,252.75 62,011.44 62,011.44 63,914,433.02 63,914,433.02 

预付款项 4,977.33 4,977.33   4,422,925.62 4,422,925.62 

其他应收款 4,761,193.47 4,761,193.47   5,091,987.81 5,091,987.81 

存货 1,855,161.79 1,855,161.79   24,515,977.81 24,515,977.81 

其他流动资产     3,173,736.02 3,173,736.02 

固定资产 10,294,600.00 7,230,488.28   52,418,226.68 46,159,440.98 

在建工程     1,499,854.58 1,499,854.58 

无形资产 2,202,204.15 645,833.00   44,525,528.17 3,187,709.17 

递延所得税资产     476,007.91 476,007.91 

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738,000.82 738,000.82   37,583,771.80 37,583,771.80 

预收款项 38,882.76 38,882.76   57,416.60 57,416.60 

应付职工薪酬 1,820.15 1,820.15   3,336,814.00 3,336,814.00 

应交税费 53,037.14 53,037.14   7,381,668.32 7,381,668.32 

其他应付款 262,877.44 262,877.44 164,265.00 164,265.00 1,771,345.89 1,771,345.89 

递延收益     256,454.55 256,454.55 

递延所得税负债 1,155,120.72    7,139,490.71  

净资产 17,173,057.06 13,707,694.91 -102,247.57 -102,247.57 160,335,961.55 119,878,847.56 

减：专项储备     11,075,529.03 11,075,529.03 

减：少数股东权益 1,717,305.71 1,370,769.49   60,191,757.19 44,008,911.59 

取得的净资产 15,455,751.35 12,336,925.42 -102,247.57 -102,247.57 89,068,675.33 64,794,406.94 

① 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A、根据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9]第603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18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

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天路凯得丽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843.74万元，较经审计的净资产增值472.97万元，增值率34.50%。

我们参考评估报告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确定天路凯得丽公司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 

B、根据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9]第604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18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

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中重同兴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0.23万元，较经审计的净资产无变动。我们参考评估报告资产基础

法评估结果确定中重同兴公司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 

C、根据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资评报字[2018]523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18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

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江苏昌吉利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3,660.08万元，较经审计的净资产增值5,262.79万元，增值率

62.67%；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江苏昌吉利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47,158.94万元，较经审计的净资产增值38,761.65万元，

增值率461.6%。我们参考评估报告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确定江苏昌吉利公司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合并范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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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股权取 

得方式 
设立时间 注册资本 认缴比例 

本年实际 

出资额 

新疆天铁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出资新设 2018年3月 80,000,000.00 95.00% 76,000,000.00 

浙江天路轨道装备有限公司 出资新设 2018年6月 30,000,000.00 70.00% 8,800,000.00 

四川天铁望西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出资新设 2018年6月 100,000,000.00 100.00% 2,000,000.00 

浙江凯得丽新材料有限公司 出资新设 2018年7月 50,080,000.00 60.00% 6,000,000.00 

河南天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出资新设 2018年7月 80,000,000.00 70.00% 43,3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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