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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6                            证券简称：三维丝                            公告编号：2019-055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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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到中国证监会指定

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无异议。 

 

全体董事均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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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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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丝 股票代码 30005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代)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秀丽 洪建章 

办公地址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春光路 1178-1182号 厦门市翔安区春光路 1178-1182号 

电话 0592-7769767 0592-7769767 

传真 0592-7769502 0592-7769502 

电子信箱 xuxiuli@savings.com.cn hongjianzhang@saving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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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产品、经营模式和业绩的驱动力未发生较大变化，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构成也未发生改

变。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销售收入78,649.16万元，同比减少39.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42,935.91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1,119.6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160.87万元，同比减少88.42%。 

报告期内，公司秉持内生外延式的发展战略，初步搭建和继续完善工业废气净化综合服务商的架构。公司的主营业务包

含袋式除尘器核心部件高性能高温滤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烟气脱硝核心部件业务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环保行业烟气

综合治理相关BOT、BT业务；清洁能源投资运营与散物料输储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大供应链贸易金融平台的搭建。

公司与高温烟气治理相关的主营业务突出，脱硫脱硝除尘脱白及超净排放的BOT、BT业务的最终客户主要都属于火力发电行

业，公司在火力发电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报告期内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具体因素主要有： 

1、滤料大营销，重构原有市场，开拓新兴市场 

目前公司已完成对滤料业务各平台的整合，着力发展滤料等烟气治理存量业务，并借助公司在滤料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优

势，努力扩展滤料产品的使用范围，即由工业用烟气治理核心部件供应商，扩展到工业烟气治理、民用的空气净化、水处理

等领域过滤材料及综合治理的提供商。 

2、激发环境工程中心潜能 

环境工程中心正综合三维丝、洛卡、佰瑞福在环保工程领域的技术优势、工程施工和管理优势，积极开拓脱硫脱硝除尘

等环保工程业务，以增强公司在环保工程业务上的综合竞争能力，进而提升环保工程业务的盈利能力。 

3、发挥技术研究中心作用 

公司将技术研究院独立，成立技术研发中心，搭建产、学、研平台，在加强基础技术研究的同时，以期更快更好的进行

市场信息和技术研究的对接、推动技术能力的成果转化。 

4、拓展散物料输储系统板块业务 

通过为厦门珀挺提供融资支持来解决厦门珀挺开拓海外业务的资金需求，从而充分发挥厦门珀挺的品牌、技术优势，实

现厦门珀挺散物料输储系统业务的有序增长；同时，通过厦门珀挺的海外营销优势，积极拓展海外滤料销售、环保工程建造

等烟气岛治理业务。 

5、开展固废危废处理业务 

固废、危废有着巨大的市场容量，但因固废危废物来源的复杂性，公司一方面积极储备相对优质项目，形成固废危废项

目库，另一方面通过国内挑选和国外引进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技术团队的储备。公司将结合自身的资金和技术情况，拟以“先

并后自建”的方式来开展固废危废板块业务。 

6、搭建大供应链贸易金融平台 

公司对贸易板块进行整合，积极拓展各项贸易业务，逐步形成以支撑公司业务发展、拓宽融资渠道为主要目标的供应链

贸易金融平台；通过开展贸易业务，迅速增大公司整体销售量，在贡献利润的同时，通过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提高企业的

融资额度，降低公司综合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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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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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本年 

比上年增减 
2016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786,491,641.85 1,309,103,505.30 -39.92% 
1,044,545,96

2.23 

948,059,057.5

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29,359,100.51 42,108,591.29 -1,119.65% 

220,614,796.

08 

-112,992,489.

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1,125,607.78 31,610,746.70 -1,495.49% 

98,653,733.0

7 

-234,953,552.

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608,653.73 186,548,899.01 -88.42% 

-28,190,538.

61 

-28,190,538.6

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1 0.11 -1,109.09% 0.6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1 0.11 -1,109.09% 0.6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21% 3.10% -39.31% 16.78% -9.84% 

项目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末增减 
2016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2,633,991,579.48 2,724,976,604.18 -3.34% 
3,123,878,61

5.41 

2,785,381,657

.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71,294,644.97 1,400,283,208.92 -30.64% 

1,493,259,58

2.01 

1,159,652,296

.0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2018年 4月 3日)前，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评估齐星集团的债权可回收情况，认为齐星集团合

同履行存在不确定性，应冲回 2016年度北京洛卡和厦门洛卡对山东齐星确认的收入，同时对相关存货及 2016年初应收款项

计提减值准备；根据齐星集团债务危机最新进展，公司重新聘请评估机构对北京洛卡 2016年 12 月 31日时点价值进行重新

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北京洛卡商誉进行全额减值。    详见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年 4 月 2 日出具

的《关于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告前期差错更正的专项报告》〔希会审字(2018)1525号〕及公司于

2018年 4 月 3 日披露的《关于 2017年度财务报告前期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1,000,474.22 212,234,646.81 165,602,406.00 297,654,11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765,661.54 5,738,174.43 -6,183,028.24 -390,148,58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517,147.59 2,115,059.41 -7,478,315.63 -396,245,203.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288,765.70 -68,303,236.71 23,272,771.70 -39,649,64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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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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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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6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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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红花 境内自然人 14.89% 57,411,142 57,411,142 质押 57,410,800 

丘国强 境内自然人 9.62% 37,084,920 37,084,920 质押 37,084,900 

上海中创凌兴

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45% 0 0 - - 

厦门坤拿商贸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16% 35,318,146 35,318,146 质押 35,309,200 

九州证券－招

商银行－九州

联增一期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93% 11,293,054 11,293,054 - - 

厦门上越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8% 9,556,353 9,556,353 质押 9,556,000 

刘明辉 境内自然人 2.38% 9,190,804 9,190,804 - - 

彭娜 境内自然人 1.25% 4,800,000 4,800,000 - - 

厦门三维丝环

保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1.15% 0 0 - -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复兴

38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05% 0 0 - -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丘国强先生和公司股东上海中创凌兴于 2018年 5月 14日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丘国强先

生将其所持公司全部股份的股东权利(除收益权以外)委托上海中创凌兴行使，双方构成实质的一致行动关

系。至报告期末，上海中创凌兴可行使公司共计 19.07%的股份所对应的提案权、表决权等《表决权委托协

议》约定的相关权利，成为拥有公司表决权比例最高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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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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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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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架构图 
 

 

 
 

 

 

 

 

 

 

 

 

注：至本报告披露日，第二大股东丘国强与第三大股东上海中创合计持股 19.22%；因双方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上海中

创可行使共计 19.22%的公司股份所对应的提案权、表决权等约定的相关权利，成为拥有公司表决权比例最高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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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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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工程机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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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滤料 317,616,911.29 223,898,067.46 29.51% 6.81% 2.04% 3.30% 

环保工程 117,845,289.37 83,258,962.76 29.35% 3.02% 12.67% -6.05% 

罗红花 

15.01%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300056.SZ 

周口城投 

8.79% 

丘国强 

9.69% 

厦门坤拿 

8.63% 

上海中创 

9.53% 

其他股东 

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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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物料输储系统 39,371,848.31 38,647,302.40 1.84% -91.58% -86.79% -35.63% 

供热 72,127,433.34 65,609,959.06 9.04% 121.08% 56.71% 37.37% 

贸易 229,112,559.26 223,528,898.48 2.44% 41.88% 43.89%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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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厦调查字201704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暨股票存在被实施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181)。 

2018年10月30日，公司收到厦门证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厦证监处罚字〔2018〕3号】，厦门证监局拟对公司

及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作出警告和不同金额罚款的行政处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

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53)。 

公司收到的《事先告知书》载明厦门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作出警告和3万

-60万元不同金额罚款的行政处罚；公司已向厦门证监局递交书面回执，表明公司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表明公司

愿意接受相关行政处罚；在正式的处罚决定作出前，公司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后续工作，并将举一反三，全面提高合规管

理和内部控制水平，以有效避免类似问题的再度发生。 

依据《事先告知书》载明的违规事实，经自行对照相关规则，公司认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11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退市情形，因此，公司将不再每

月披露一次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至本报告日，公司尚未收到监管部门的最终调查结论。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在收到正式的处罚决定后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同时，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前述《事先告知书》

不代表监管部门的最终处罚决定，公司是否触发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应以监管部门的最终认定为准；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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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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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019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定期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提案》，对相关会计政策内容进行了变更，按照财政部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公司财

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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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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期通过新设方式取得的子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全称 注册地 法人代表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万元) 

厦门三维丝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 徐秀丽 过滤技术服务、滤料销售 10,000.00  

重庆三维丝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 王怀忠 过滤技术服务、滤料销售 5,000.00  

南京三维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 王怀忠 过滤技术服务、滤料销售 5,000.00  

北京三维丝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张永辉 过滤技术服务、滤料销售 20,000.00  

中油三维丝石化（大连）有限公司 大连 王旌旗 石化产品批发零售 3,000.00  

续表1 

公司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是否合并报表 

厦门三维丝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91350200MA31F17H1N 100.00%  100.00%  是 

重庆三维丝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91500107MA5YQULG5D 100.00%  100.00%  是 

南京三维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91320106MA1W49FL1A 75.00%  75.00%  是 

北京三维丝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91110105MA01AL835F 100.00%  100.00%  是 

中油三维丝石化（大连）有限公司 91210244MA0Y02TE2E 100.00%  100.00%  是 

续表2 

公司全称 实际出资(万元) 少数股东权益(万元) 

厦门三维丝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10,000.00  

重庆三维丝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5,000.00  

南京三维丝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75.00 -19.00 

北京三维丝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中油三维丝石化（大连）有限公司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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