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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局、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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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斌

董事

因会议时间冲突，未能亲自出席

雍正峰

武良成

独立董事

出差国外

冯绍津

本公司董事局主席丁芃、总裁郑列列及财务总监雍正峰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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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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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83,719,268.04

152,150,698.33

-44.98%

-17,751,127.36

16,147,325.96

-209.93%

-17,614,703.56

16,390,489.08

-207.47%

70,477,020.08

2,903,859.55

2,327.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8

0.0153

-209.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8

0.0153

-209.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

1.21%

-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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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2,178,790.86

3,121,423,378.81

-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71,508,699.31

1,489,259,826.67

-1.1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6,423.80

合计

-136,423.80

说明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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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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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125,079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国投资有限公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17.41%

184,240,445

质押

184,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3%

47,945,310

质押

47,919,813

陈栩

境内自然人

1.99%

21,059,496

许培雅

境内自然人

1.87%

19,820,712

质押

19,820,300

周菊英

境内自然人

1.16%

12,226,330

1.01%

10,695,187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2%

7,574,795

境内自然人

0.62%

6,575,342

质押

6,575,342

国有法人

0.50%

5,299,901

0.47%

4,973,362

司
深圳市博睿意碳
源科技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持股比例

上海勤幸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杭州环博投资有
限公司
陈振新
中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杭州智耀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数量

184,240,445 人民币普通股

184,240,445

深圳市博睿意碳源科技有限公司

47,945,310 人民币普通股

47,945,310

陈栩

21,059,496 人民币普通股

21,059,496

许培雅

19,820,712 人民币普通股

19,820,712

周菊英

12,226,330 人民币普通股

12,226,330

10,695,187 人民币普通股

10,695,187

杭州环博投资有限公司

7,574,795 人民币普通股

7,574,795

陈振新

6,575,342 人民币普通股

6,575,342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99,901 人民币普通股

5,299,901

上海勤幸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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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智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4,973,362 人民币普通股

伙）

4,973,3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前 10 名股东中，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博睿意碳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关联方；陈栩、

说明

许培雅为关联方。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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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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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营业收入减少44.98%，主要是去年确认了车港权益转让收入。
营业成本减少33.62%，主要是车港项目转让对应成本减少。
税金及附加增加84.15%，主要是母公司税金增加。
销售费用减少48.20%，主要是优化部分项目销售团队。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本公司2018年11月2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局会议和2018年12月17日召开的2018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上述具体内容详见披露在《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目前正在办理回购股份的相关手续，截至2019年3月31日，本公司尚未回购股
份。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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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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