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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7                           证券简称：铁汉生态                           公告编号：2019-063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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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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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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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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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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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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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汉生态 股票代码 30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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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锋源 黄美芳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 8133 号农科商务

办公楼 7 楼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8133号农科商务办

公楼 7 楼 

传真 0755-82927550 0755-82927550 

电话 0755-82917023 0755-82917023 

电子信箱 yangfengyuan@sztechand.com huangmeifang@sztechand.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及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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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所属行业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行业。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生态环保、生态景观、生态

旅游、生态农业的四大方向，已形成了集策划、规划、设计、研发、融资、建设、生产、资源循环利用及

运营等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能够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生态环境建设与运营的整体解决方案。 

生态环保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公司生态环保业务

包括生态修复、水环境综合治理（黑臭水体治理等）、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土壤修复等领域。公司致力于

在生态修复、水环境综合治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土壤修复、有机固废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为客户提

供生态评估、环境评估、规划设计、治理技术、工程管理、项目综合运营等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和服务。公

司拥有多项环保类资质，包括环境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专项工程设计乙级、环境工程（污染修复工程）

专项工程设计乙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境服务认证——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设施运营服务（农林废

物处理处置设施）二级、广东省环境污染治理能力评价（废水甲级、固体废物甲级、污染修复甲级）等资

质。公司不断加强在边坡修复、水环境与水生态修复、土壤修复、资源循环利用和轻型基质等核心技术的

研发,在技术体系构建方面形成了黑臭河道综合治理技术体系、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技术体系、重金

属污染场地修复技术体系，输出了《黑臭河道综合治理污染源调查实施细则》、《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药

剂产品手册》、《水体底泥（沉积物）评估及其处理处置技术产品手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指引》等，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积极推进黑臭水体治理技术、边坡修复技术、底泥处置技术、土壤修复技术在工程项

目的示范应用，打造样板工程，在珠海白头翁、沙龙涌进行了低污染河水高效一体化设备、强制曝气人工

湿地技术、纯氧曝气+人工水草组合技术的应用示范，在贵州凯里项目应用连续纤维丝补强土植生技术进

行高陡岩质边坡示范，在珠海新青正涌进行了100㎡ 的底泥生态护岸示范工程，在云南文山历史遗留砷渣

处理项目进行固化稳定化药剂及处理工艺示范，并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果。公司水环境综合治理业务涵盖

了河湖综合治理、农村、城镇、工业污水处理等多个领域，目前正在实施的生态环保项目包括海口东西湖

黑臭水体治理、贵阳·松溪河环溪河治理、珠海斗门区黑臭河涌水生态修复、郴州·西河流域生态综合治

理、云南滇池环湖生态经济试验区项目等。公司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领域中，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

治理，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挡升级，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持续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为乡村振兴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和服务，目前实施的项目包括兴宁市省级新农村连片示范建设工程EPC

项目、大埔县东片、南片区大埔角村、三洲村等27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建设EPC项目、

珠海斗门莲州镇、乾务镇农村污水人居整治项目等。 

生态景观业务包括市政生态景观、商业及地产景观及立体绿化业务，公司已逐步形成了铁汉独有的、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生态伦理认知、施工价值取向和景观设计理念，成为公司在全国各地成功打造高品质工

程的强有力保障；生态旅游为客户提供从策划、设计到建设和运营的全产业链服务，其业务涵盖美丽乡村、

特色小镇、主题公园及精品民宿等。 

公司围绕“成为生态环境建设与运营领军企业”的发展目标，不断加大对生态环境产业链的上下游资

源整合力度，坚持对产业链核心要素的布局，推动业务结构由“建设”向“投资+建设+运营”进行转变；

此外，公司顺应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着力打造生态环保+生态景观+生态旅游的相关多元产业格局，

从不同角度丰富公司生态环境产业的内涵，致力于在生态修复、综合环境治理、有机固废资源循环利用等

领域，为客户提供生态评估、环境评估、规划设计、治理技术、工程管理、项目综合运营等一体化的解决

方案和服务，结合产业策划和生态经济引入，将受损环境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空间。 

2、公司的主要业务模式 

公司工程项目业务模式主要含PPP、EPC、BT三种，其中PPP模式下项目运作主要包含项目策划——项

目规划——项目设计——项目融资——项目实施——建设交付——项目运营——项目退出八大环节，凭借

较早投入PPP项目运作所积累的经验，公司保持了自身在该业务模式下的市场领先位置。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模式无重大变化。 

3、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受益于国家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及环境治理等相关政策的影响，

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行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PPP模式在相关领域广泛应用推动市场需求加速

释放，具备跨区域发展能力、能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龙头企业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公司董

事会及管理层抓住行业发展窗口期机会，着力发挥生态环保+生态景观+生态旅游的业务组合优势，加强区

域深耕，全力开拓生态环境建设与运营项目市场，订单涵盖流域治理、城市黑臭水体、农村污水处理、海

绵城市等水环境综合治理领域，以及土壤修复、美丽乡村建设、市政公园等领域，为生态环保、乡村振兴、

城镇化发展等生态环境建设与运营场景提供铁汉特色一揽子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共新签工程施工合

同117个，合计金额266.21亿元；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中标尚未签约的工程合计金额55.84亿元。 

（二）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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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环保行业大监管格局形成，开启深耕时代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生态环境部“三定方案”》、《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

划(2016-2020年)》、《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全国城市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5—2020

年）》等环保政策的相继出台，我国环保行业总产值已从2012年的2.99万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8.13万亿元。 

“十三五”期间，我国环保产业投资总额预计将会突破16万亿元，其中水务环境治理占50%，固废综合处

置占31%，土壤修复占比19%。从污染防治攻坚战来看，水污染防治领域：打好碧水保卫战(包括水源地保

护攻坚战、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

坚战)投资约为1.8万亿元；土壤污染防治领域打好净土保卫战投资需求约为6600亿元。未来两年将是环保

三大攻坚战的关键之年。 

十九大首次明确了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时间点：“到2035年，我国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

基本实现。”这意味着，在未来至少近20年的时间内，中国环保仍将处于大规模投入和治理阶段，巨大的

市场刚需长期存在，环境将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阶段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 

生态环保行业即将迈入“规范化、专业化、高质化”的发展新阶段。公司将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

时，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通过树立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品牌战略意识，苦练内功，补齐短板，加大研

发创新力度，增强专业技术能力和综合解决方案能力等核心竞争能力。围绕“生态技术与环境艺术完美融

合”的核心竞争力，矢志不渝做精主业，打造质量品牌、创新品牌、服务品牌，加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铁汉出品质量，增强对客户需求的理解、尊重和服务意识，加强运营团队的能力建设和IP产品创新开发，

注重品质、注重研发、注重细节，努力在新经济形势下错综复杂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新发展。 

    2、水环境综合治理领域 

水体污染是当前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水环境综合治理是当前环境保护的重点领域。国家大力推进污

染减排，水环境保护取得积极成效，但是我国水污染严重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遏制，水环境质量差、水资

源保障能力弱、水生态受损严重以及水环境隐患多的形势依旧十分严峻。水环境综合治理是一项非常复杂

的综合性系统工程，研究内容涉及水利、交通、生物化学、环境科学以及河流景观设计等，需要始终坚持

人水和谐思想，构建一个涉及内容丰富、不同对象和谐、整体综合治理的体系。形成包括理论体系、技术

体系、工程体系、监控管理体系和景观文化体系在内的“水环境综合治理”体系。 

水环境综合治理领域该细分行业目前处于高速发展期，景气性较高。水环境综合治理市场体量较大、

涉及的面广、科技含量较高，同时，与政治民生紧密关联，《水十条》提出的水环境综合治理任务，多为

长期、复杂且资金量大的系统工程，地方政府急需借力；另一方面，目前在市场化程度、盈利模式方面最

为成熟的水务行业，在正在寻找新的投资机会。随着国家对环境绩效进行相应的考核以及大力吸引社会资

本进入环保建设，环境治理领域单体设施存量已经相当有限，转而由专业的大型水务企业对一片区域甚至

整个城市的水环境进行综合治理正在成为趋势。实施《水十条》投资将为涉及水环境综合治理环保行业带

来诸多机会，对于环保产业带动效应明显，也是环保产业订单释放的集中阶段。公司一直以先进的生态理

念为指导、以系统的修复技术为基础、以综合性的环境综合治理与规划为前提，为以水环境为主的生态系

统修复项目提供策划、规划、研究、投融资、设计、施工及运营管理的全方位解决方案，与国家推进水环

境治理的理念相契合，公司水环境治理业务将迎来较大的发展空间。 

3、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作为重点任务

之一，2018年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指

明了未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总体目标、方向、内容等工作重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农业是生态产品的重要供给者，乡村是生态涵养的主体区，

生态是乡村最大的发展优势。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加快推行乡村绿色发展方式，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

局，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随着乡村振兴各项规划、行动方案的实施，未来乡村市场必将是一片热

土。 

     基于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乡村项目稳定可靠的优势将会进一步突显，预计2019年农业农村生态环

保市场将迎来更快速的发展。公司在农业农村领域具备丰富的项目经验，公司将进一步激发自身优势，持

续聚焦乡村振兴政策信息，积极拓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旅游、田园综合体市场，发挥自身优势通过

项目合作、项目拓展、生态扶贫等方式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示范项目的建设，树立示范推广效果，从而进

一步提升公司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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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统园林绿化市场规模增长趋于稳定 

近年来，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国家城市规划政策和“园林城市”、“生态城市”等标准

让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中重视园林的营造，同时地产消费水平的升级也刺激了园林绿化率不断上升，为园

林绿化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提供了有利条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

任务的通知》提出加强和规范城市生态建设，推进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塑造城市特色风貌，深入创建森

林城市和生态园林城市。市政园林将受益于政策引导，在城市绿地建设、绿化配套基础设施投资、市政公

园景观提升及旧城改造等方面达到多重需求的逐步释放。预计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预计将达

到60%左右。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8.9%，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3.0%，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到14.6平方米。以2020年我国人口14.5亿推算，2016年至2020年的5年间，新增绿地面积约28亿㎡，每亿

㎡投资额可达450亿元，5年内新增的市政园林绿化投资总额可达13000亿元，市政园林未来市场规模广阔。

在市政园林方面，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 (2014-2020) 》明确提出了优化城镇内部空间布局，

加快绿色城市、海绵城市、新型城市建设、促进城镇可持续发展。 

随着国家对湿地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我国各地区已认识到湿地保护的重要性，各地区开发湿地保护

区、建设湿地公园等项目逐渐增多，为风景园林行业在生态湿地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机遇。风景园林行业作

为规划者广泛参与到生态湿地的保护、恢复以及建设的实践中。生态湿地现有市场与未来潜在市场为风景

园林行业提供丰富的业务来源。 

5、文旅产业进入跨界融合、提质升级、落地运营新时代  

从2018年旅游相关政策可看出，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条件下，政府端对旅游产业空间、业态发展、

公共服务建设等方面的关注度逐渐增强，其中，在政策内容中关于全域旅游、乡村振兴、智慧旅游、旅游

厕所、自驾车旅游、体育旅游等新业态领域内容重点强调。以“旅游+”为主要发展模式的旅游产业跨界

融合已经成为未来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面对新的时代背景和市场需求，文旅行业升级赋能迫在

眉睫，城市更新中对老厂房、老街区的提升改造；乡村振兴中的村落转型升级，在保存历史文化脉络的同

时，嫁接新的功能，满足文化旅游消费时代对文化、艺术、休闲、创新创业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又因消

费升级和游客诉求多样化，所以除了完善硬件服务之外，还不断提高柔性服务，文旅项目的公共服务品质

和运营也将不断提升。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在“部长通道”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要通过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推

出更多文化和旅游的精品，要打造精品，提升文化和旅游质量。2018年全国境内旅游人次达到55亿人次，

人年均出游4次，我国已经进入了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经成为人们幸福生活的必需品。旅游既是大产业，

也是大民生，要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和乡村旅游、研学旅游、休闲旅游、康养旅游等业态，大力改善旅游场

所的设施，提高旅游场所接待和服务水平，使旅游环境更加个性化、舒适化和便利化。 

随着国家大力推进建设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将催生大量的生态旅游建设景观和运营需求，未来市场

空间广阔3-5年特色小镇营收规模会呈现高速增长态势，至2021年其营收规模将达到1200亿元。未来文旅

特色小镇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6、《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

肇庆市（以下称珠三角九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7年末总人口约7000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

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

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规划将进一步明确粤港澳大湾区的目标定位、

发展方向、重点任务，包括重大基础设施、重点发展平台、重要经贸合作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亦会进入

新阶段，将会带来很多发展机遇，有利于提升珠三角的核心带动力，带动粤东西北、泛珠三角地区的发展。 

根据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以建设美丽湾区为

引领，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使大湾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

圈。大湾区的未来新机遇与新挑战并存，环保行业即将迈入“规范化、专业化、高质化”的发展新阶段。 

公司作为本地环保行业龙头企业，可以利用自身品牌优势，充分发挥企业核心竞争力，将抓住机遇，

发挥自身优势与特色，积极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的绿色发展，以多种形式全方位参与到大湾区建设，继续发

挥和贡献国内优秀环保企业的力量，努力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生态样板。 

7、财政部发布PPP规范性文件，加大民企参与项目支持力度 

财政部发布《关于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规范PPP项目的六大条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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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属于公共服务领域的公益性项目，合作期限原则上在10年以上，按规定履行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

力论证程序；社会资本负责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并承担相应风险，政府承担政策、法律等风险；建立完

全与项目产出绩效相挂钩的付费机制，不得通过降低考核标准等方式，提前锁定、固化政府支出责任等。

还首次明确新上政府付费项目在符合前述六大条件基础上，原则上还应符合三大审慎要求：（1）财政支

出责任占比超过5%的地区，不得新上政府付费项目；（2）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磋商、竞争

性谈判等竞争性方式选择社会资本方；（3）严格控制项目投资、建设、运营成本，加强跟踪审计。与此

同时，《意见》还强调加大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参与PPP项目的支持力度，向民营企业推介政府信用良

好、项目收益稳定的优质项目，并在同等条件下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给予优先支持。中央财政公共服务领

域相关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参与的PPP项目。此外，为防控财政风险，《意见》

重申了坚持PPP项目支出10%红线，建立PPP项目支出责任预警机制，对财政支出责任占比超过7%的地区进

行风险提示，对超过10%的地区严禁新项目入库。政策明确提出鼓励合规PPP项目，切割合规PPP项目与地

方隐性负债联系，政策风险大幅降低、金融机构投贷积极性提升；政策明确鼓励民企参与PPP项目，民营

PPP龙头份额有望提升。 

2019年以来，鼓励支持合规PPP的政策持续加码，从PPP合规问题、融资问题以及政府财承等方面进行

全方位明确要求，显著降低了PPP项目的增量风险。同时政策也明确提出鼓励支持民企参与PPP项目，伴随

着外部环境改善以及公司基本面预期向上，公司在PPP的市场份额有望持续提升。 

（三）公司的市场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所属行业由土木工程建筑行业变更

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细分行业。 

报告期内，公司品牌知名度显著提升，品牌影响力持续增强，赢得了政府信任、行业认可。“铁汉生

态”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公司上榜“深圳上市公司发展潜力20强”、“改革开放40周

年广东省优秀企业”、“广东省企业500强”，位列“全国城市园林绿化企业50强”第二位；凭借不凡的

发展历程与优秀业绩，公司还获得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家级媒体的专题报道，进一步夯实了公司是

行业生态修复与环境工程综合实力领先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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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7,748,829,529.79 8,187,790,259.64 -5.36% 4,573,262,87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293,802.41 757,111,139.70 -59.81% 522,065,56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6,123,593.00 724,074,982.07 -60.48% 491,772,247.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4,565,217.21 -854,648,346.03 146.17% -627,447,852.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33 -60.61%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32 -59.38% 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6% 13.57% -8.61% 11.3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4,689,640,233.79 20,295,963,012.10 21.65% 11,439,519,92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45,019,402.59 6,041,837,851.70 3.36% 5,117,476,441.0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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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99,709,443.97 3,638,141,850.66 1,356,757,315.86 1,454,220,91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367,577.60 457,229,931.70 -20,723,817.36 -59,844,73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036,469.15 453,191,305.28 -23,768,178.50 -69,263,064.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7,035,950.40 584,707,762.98 115,691,056.68 171,202,34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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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2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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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水 境内自然人 36.76% 837,986,646 119,440,213 质押 769,511,999 

深圳市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0% 113,975,265 113,975,265   

中泰创展（珠海

横琴）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8% 113,552,404 113,552,404 质押 113,544,906 

兴业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兴

业信托－铁汉

生态 2 号员工

持股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第 2

期）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3% 60,015,106 60,015,106   

乌鲁木齐木胜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0% 56,924,298 56,924,298 质押 55,890,000 

兴业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铁

汉生态 2 号员

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7% 35,738,652 35,738,652   

陈子舟 境内自然人 1.44% 32,732,482 18,209,235 质押 28,000,000 

李大海 境内自然人 1.40% 31,857,240 16,457,514 质押 28,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创业

板交易型开放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6% 24,273,408 24,27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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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张衡 境内自然人 1.04% 23,714,247 5,928,563 质押 8,699,9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乌鲁木齐木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刘水的一致行动人；2、张衡为刘水的一

致行动人；3、未知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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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16 铁汉 01 112313 2021 年 01 月 13 日 40,000 5.30%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 

16 铁汉 02 112437 2021 年 08 月 29 日 40,000 4.49%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 

铁汉转债 123004 2023 年 12 月 18 日 110,000 0.3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1、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发行完毕，截至

本报告披露日，已兑付到期的本金 40,000 万及利息 6,360.00 万元。2、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发行完毕，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已兑付

到期的利息 3,592.00 万元。3、2017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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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已兑付到期利息 329.96 万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29日出具的《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信用评级报告》评定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评定深圳

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规模不超过8亿元公司债券的债项信用等级为AA。  

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068号），债券分2期发行，各4亿元。于

2016年1月13日发行“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以下简称“16铁汉01”），于2016年8月29日发行“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16铁汉02”）。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出具的《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6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评定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主

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评定16铁汉01债项信用等级为AA。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1日出具的《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评定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

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评定16铁汉02债项信用等级为AA。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7日出具的《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017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评定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评定16铁汉01债项信用等级为AA；评定16铁汉02债项信用等级为AA。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14日出具的《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评定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

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评定16铁汉01债项信用等级为AA；评定16铁汉02债项信用等级为AA。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终止“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跟踪

评级,原评级有效期截止2019年2月13日止。 

在债券存续期内，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对公司发行的16铁汉02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 

此外，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密切关注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及16铁汉02有关的信

息，如发生可能影响16铁汉02信用级别的重大事件，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主体将及

时通知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并提供相关资料，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

评级，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级报告，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

网站（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index）发布，提请投资者关注。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出具的《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评定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评定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未安排增级）。 

 公司于2017年11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207号），债券2017年12月18日发行。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出具的《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评定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评定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 

在本次评级的信用等级有效期内（至本次债券本息的约定偿付日止），新世纪将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跟

踪评级，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 

此外，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密切关注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及2017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的信息，如发生可能影响可转债的重大事件，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发行主体将及时通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并提供相关资料，上海新世纪资信

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

踪评级结果。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评级报告，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cninfo-new/index）发布，提请投资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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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72.39% 68.68% 3.7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5.59% 9.38% -3.79% 

利息保障倍数 1.42 3.53 -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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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总体情况概述 

2018年，我国经济经历了极不平凡的一年，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

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对于生态环保行业而言更是“冰与火”的一年，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行业迎来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行业相继经历PPP寒流潮、资金严管潮，市场的冰山、融

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这“三座大山”横亘在前，2018年生态环保民营企业面临巨大的困境考验。在“去

杠杆”、“紧信用”的金融环境下，公司所处行业融资环境趋紧。同时，随着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污染

防治、改善环境质量已经成为中央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支撑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等行业蓬勃发展。 

面对艰难的形势，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深耕细作。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围绕主营业务方向，根据公司年初制定的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目标，努力开拓市场，

认真抓好工程项目施工管理，进行集团组织架构调整，优化人员结构，以“总部大部制改革”和“做实做

强区域市场”为契机，对总部职能进行整合，实现市场区域协同发展，同时与各子公司在战略、业务、客

户、技术、管理、资金等多方面资源紧密粘合，在市场开拓、工程建设管理、技术研发、规划设计、综合

管理、品牌文化建设等方面不断加强。受国内经济增长放缓，金融“严监管”、“去杠杆”等因素影响，

公司业务同比有所下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49亿元，同比下降5.36%。受融资规模增长、融资

成本上升影响，财务费用同比增加2.47亿元；随着存货及应收款项的增加，相关减值计提增加；受上述综

合因素影响，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4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9.81%。 

2018年12月，公司引入了重要战略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国资），优化公司股东

结构。同时公司逐步调整业务区域布局，将业务聚焦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等经济发达地

区；持续推进公司人员结构优化，不断降低公司管理成本费用；加强融资能力建设，控制融资成本；强化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经营管理质量，确保公司稳健、持续发展，确保在未来几年实现国资战略股东

要求的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所属行业由土木工程建筑行业变更

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细分行业。公司在巩固传统优势的同时，不断加深黑臭水体、水环境治理等领域

的研究，拓展生态环保业务的内涵和外延；推进全域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构建具有公司特色的运营优势；

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领域，为乡村振兴贡献了越来越多的铁汉方案；积极布局特色小镇，寻找新的利润增

长点。 

（二）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了以下工作 

1、引进国资战略股东，不断完善市场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引进深圳国资——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战略股东，深投控将利用其资源优

势为公司在生态环保、城市污水、工业废水、危废等领域提供业务合作机会；同时，深投控将利用其旗下

金融机构为铁汉生态经营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项目拿单与开拓市场的能力，共同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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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打造成为行业领先的生态环境建设领军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深耕优势区域市场布局，业务覆盖15个省份，项目类型分为环保、农村、景观、旅游、

城建/园区/市政五大类。报告期内，公司累计中标金额203.2亿元（其中PPP项目合计金额159.37亿元，占

比78.43%）。业务覆盖主要为生态环境治理，生态农业、生态景观、生态旅游等综合性项目，其中大环保

类项目占比54.2%。公司以先进的生态理念为指导、以系统的修复技术为基础、以综合性的环境综合治理

与规划为前提，为以水环境为主的生态系统修复项目提供策划、规划、研究、投融资、设计、施工及运营

管理的全方位解决方案。这些探索和实践为公司由传统园林景观建设向以水环境综合治理为主的生态环保

综合业务的转型夯实了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文旅业务强强联合，分别与华侨城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曲江文旅楼观道文化展示

区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与各战略合作方就生态文旅综合体开发、“旅游+互联网+金融”业务、田园IP打

造、文旅项目运营、生态环境提升，生态技术应用，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

和合作。 

2、加强财务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受政府“严监管”、“去杠杆”、“紧信用”等政策影响，公司面临着严峻的融资难、融

资贵的困难。为提高公司资产的流动性，改善公司现金流，降低风险集中度，推动公司业务良性发展，公

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进行债权转让，转让价款累计人民币达12.9亿元。同时，

为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增强公司资本实力和抗风险的能力， 公司于2018年底启动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股票事项（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8.7亿元），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其他有息

负债和补充流动资金，目前已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PPP项目融资方面，2018年度，PPP项目融资受到PPP项目清库、央行缩表、财政严监管、金融监管收

紧“三管齐下”的不利形势，公司加大与政策性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对接力度，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取得

明显效果。报告期内，公司获批PPP项目贷款14笔，授信总额90.97亿元，截止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累计

获批PPP项目贷款25笔，授信总额136.88亿元。公司其他PPP项目正在积极向金融机构申报融资。公司将继

续加大PPP项目融资力度，加大与政策性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非银金融机构对接力度，积极探讨PPP专项

债、ABS等资本市场金融工具推进力度不断拓宽融资渠道，为公司业务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3、加强工程施工管理，不断打造精品工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施工项目包括：山东省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水系贯通及综合生态治理PPP项目；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西冲河统筹城乡发展乡村旅游综合体PPP项目；宁夏中宁县生态连城黄河过境段一期

PPP项目；五华县人居环境综合整治PPP项目；铁汉生态城项目；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采煤沉陷区应急

抢险通道）鱼塘西路建设工程；湖北省黄石奥林匹克公园（大冶湖生态新区核心区中央景观轴及人工水系

景观）建设工程EPC项目；海口市龙昆沟、东西湖等11个水体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滨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狮子刘片区及黄河古村风情带乡村旅游PPP项目；贵州省凤冈县龙潭河县城河段治理工程勘测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EPC）；双流机场周边大地景观再造工程（一期）等项目。 

公司经过多年实践，已构建起了具有竞争实力的环境治理和项目运营优势，在全国各地成功打造出千

余个高品质生态工程项目。通过多年的努力摸索与艰苦实践，逐步形成了铁汉独有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生态伦理认知、施工价值取向和景观设计理念。其中，在环境建造中将生态技术渗透到艺术创意的内核，

在生态修复中将艺术创意交融到生态技术的体系内，即形成生态技术与环境艺术完美融合的脉络和机理，

是我们这些年在全国各地成功打造多项高品质工程的强有力保障。  

2018年度公司所获项目荣誉如下（部分）： 

1）莫干山镇南路村美丽乡村升级工程项目荣获“2017中国美丽乡村（规划设计）特别奖” 

2）龙昆沟、东西湖等11个水体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荣获“水业中国星光奖-工程之星”。 

3）桃花源垸水溪故道水利综合整治工程——故渊湖、龙潭园林景观工程荣获“2017-2018年度广东省

风景园林协会优良样板工程金奖”。 

4）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麻线河河道治理工程（一期）设计施工总承包荣获“2017-2018年度广东省风

景园林协会优良样板工程金奖”。 

5）鹏瑞深圳湾壹号广场项目南区园林景观工程荣获“2017-2018年度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优良样板工

程金奖”。 

6）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狮子刘片区及黄河古村风情带乡村旅游PPP项目荣获艾景奖“年度十佳景观设

计·园区景观设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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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睢宁县古黄河环境修复及中低产田改造PPP项目荣获艾景奖 “年度优秀景观设计·旅游区规划”

奖。 

8）西河流域综合治理暨区域新农村（东湖及驳岸工程、接待中心、山门、广场、停车场、绿化）融

资建设项目一期工程荣获“第十八届深圳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专项工程奖（风景园林类） 一等奖”。 

9）云南滇池湿地项目荣获“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栖息地改善或营建类杰出奖”。 

4、不断加强规划设计资源整合 

2018年，公司在规划设计方面专注于提供专业融合的解决方案，同时注重落地措施和行动，在完成区

域化构建后，精准定位，高效地在大项目实施区域组建专业设计团队，专业引导、无缝地衔接项目部、业

主方、项目公司、文旅运营等多方资源，专业快速地实现了落地订单、有效产值。报告期内，规划设计板

块发挥技术龙头作用，在订单获取及建设运营方面输出强有力技术保证，同时坚持技术创新，“一种仿生

树屋”等五项专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取得了实用新型专利权，构建铁汉生态技术创新体系，推动

行业技术发展，2018年，新签设计合同128份，合同累计金额4.01亿元。 

5、强化科技研发工作，不断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核心产品开发、技术体系构建和科技成果转化三方面开展研发工作，不断加强在

边坡修复、水环境与水生态修复、土壤修复、生态景观、资源循环利用和轻型基质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全

年共开展科研项目25项。在核心产品开发方面形成可应用于高陡岩质边坡修复的连续纤维丝补强土植生技

术，开发了集成化的射流式混喷设备产品及标准化的种子包产品；开发了一套以MOR功能覆盖膜为核心的

物联网好氧堆肥技术，并以腐熟后的园林废弃物制作栽培基质，进行海鲜菇和鸡腿菇的研究，开拓了一条

园林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新途径；筛选出应用于一体化设备的高效生物填料；研制了应用于重度盐和重金属

复合污染土壤修复改良剂产品TH-SM01和可应用于锰污染土壤/废渣修复治理的修复产品THHM-06等，建成

了轻型基质厂房并顺利试产。在技术体系构建方面形成了黑臭河道综合治理技术体系、农村分散式生活污

水处理技术体系、重金属污染场地修复技术体系，输出了《黑臭河道综合治理污染源调查实施细则》、《土

壤重金属污染修复药剂产品手册》、《水体底泥（沉积物）评估及其处理处置技术产品手册》《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指引》等。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积极推进黑臭水体治理技术、边坡修复技术、底泥处置技术、土

壤修复技术在工程项目的示范应用，打造样板工程，在珠海白头翁、沙龙涌进行了低污染河水高效一体化

设备、强制曝气人工湿地技术、纯氧曝气+人工水草组合技术的应用示范，在贵州凯里项目应用连续纤维

丝补强土植生技术进行高陡岩质边坡示范，在珠海新青正涌进行了100㎡ 的底泥生态护岸示范工程、在云

南文山历史遗留砷渣处理项目进行固化稳定化药剂及处理工艺示范，并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果。 

为了迎接建设雄安的历史机遇，公司联合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控股的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与中科院微生物所共同签订“共同开展雄安新区水环境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并成立“雄安新区水环境与

生态健康研发中心”。研发中心的项目研究内容涉及到白洋淀污染状况调查、白洋淀分区微生物群落研究、

白洋淀水生微生物资源库建设、功能菌株及菌群的优选、功能微生物菌剂研发及发酵工艺优化和菌剂复配

实验室进行小规模修复实验。研发中心力求借助国投中成集团项目管理、资源整合、投融资及资本优势，

依托中科院微生物所在环境微生物技术研发方面的优势，结合铁汉生态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方面的研发、

设计、施工和运营等成功经验，共同就雄安新区水环境治理领域开展项目合作研发、科研项目实施、示范

区建设、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等合作，为公司在雄安新区生态修复领域相关技术储备、市场开拓等提供有力

支撑。 

本报告期内，公司申请专利22件，获授权5件，其中发明专利11件，实用新型专利10件，外观设计1

件，发表论文27篇。累计获得国家专利144项，其中发明专利38项、实用新型专利101项、外观型专利5项。

累计发表论文300余篇。组织申报政府项目25项，获批通过10项。获得成果奖项3项，分别是《粤港澳大湾

区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关键技术》获深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墙面绿化集成新技术研究及产业化》获深圳

市风景园林协会一等奖、《功能型沉水植物筛选及其水生态修复应用研究》获深圳市风景园林协会二等奖。 

6、不断完善内部管理体制 

（1）优化组织架构，人力管理以业务发展为导向，为未来做好积累与沉淀 

随着环境变化，公司不断深化内部管理，报告期内，公司对现有组织和工程业务进行全面调整，以“总

部大部制改革”和“做实做强区域市场”为契机，对总部职能进行整合，相续开展了组织调整、整合职能、

精兵简政、减员增效、优化人才结构等一系列工作。而且，为加强对公司收购的外部子公司的管理，整理

优势资源，不断整合专业团队，并将陆续成立建设运营集团、环保集团、设计集团和文旅集团，按照现代

企业制度规范管理，做实做强做大，激发活力，实现各业务和而不同、特色发展。在业务变革之际，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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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汉学院，为知识沉淀与人才培养打下基石，为公司进一步的发展做好储备。我们还将继续对各专业模块

进行精细化打磨，形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2）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进一步奠定行业领先品牌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显著提升，品牌影响力持续增强，赢得了政府信任、行业认可、

媒体肯定。报告期间，“铁汉生态”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公司上榜“深圳上市公司发

展潜力20强”、“改革开放40周年广东省优秀企业”、“广东省企业500强”，位列“全国城市园林绿化

企业50强”第二位；凭借不凡的发展历程与优秀业绩，公司还获得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家级媒体的

专题报道，进一步夯实了公司“全球生态环境建设与运营领军企业”的“新铁汉”形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发挥行业领头羊的作用，通过承办第八届中国生态文明论坛南宁年会“污染防

治·水生态文明论坛”、阿拉善“水美中国”论坛，赞助 “福田·铁汉生态杯”全国青少年国际象棋赛，

亮相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展（南宁）、第十六届中国国际环保展（北京）以及澳门、香港国际环保展，

在推动行业发展的同时，丰富了公司品牌在投身生态文明事业、建设美丽中国、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

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涵，进一步奠定行业龙头地位。 

此外，公司还积极响应国家扶贫号召，结合自身主营业务特点和专业技术优势，投身于精准扶贫工作，

积极探索独有的民营企业精准扶贫新模式。通过精准扶贫、规划扶贫、产业扶贫，培育帮扶对象产业与市

场的对接能力，做到了雪中送炭，真心实意，真帮真扶，实现生态、社会、经济的三方共赢，推动经济绿

色健康高质量发展。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聚焦生态环保问题及环保人才的培育，并致力于通过

自身的人力、技术、产业、资金优势，发挥核心专业能力，带动更多企业及社会组织参与到改善中国生态

环境的实践中来。2018年，公司对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进行了全新梳理和

升级，构筑起面向未来的“建设美丽中国可持续发展体系”。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也让公司获得社会

各界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可。2018年，公司社会责任案例入选《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18）》蓝皮

书及《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2018）》；公司获得“广东省扶贫济困红棉杯”、“2018中华企

业社会责任‘责任企业奖’”、“‘ai社会价值共创’企业精准扶贫案例典范奖”等奖项；刘水董事长获

得“鹏城慈善捐赠个人金奖”、“深圳绿化大使”称号。 

7、积极推进铁汉生态广场（总部大楼）建设工作 

公司总部办公大楼（铁汉生态广场），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的G03603-0047宗地，占地面积为

12411.16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57090平方米，为建筑总高度约130米的超高层建筑。 

报告期内，公司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深圳市二零一八年重大项目证书、项目命名核准、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并已完成基坑支护设计与施工、土方工程施工等工作，后续将进入桩基、地下室及上部

结构施工阶段。 

公司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生态修复和环境建设领军企业，对铁汉生态广场作为总部办公大

楼提出了很高的建设标准，项目为集行政办公、研发试验、创意设计、科技孵化、生态展示宣传体验厅、

创客空间等为一体的绿色生态、智能智慧的上市企业总部基地，力争成为深圳市首个生态环保科普教育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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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       

生态环保及环境 7,748,829,529.79 5,750,655,692.24 25.79% -5.36% -6.08%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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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分产品       

生态环保 3,473,136,704.93 2,580,909,204.34 25.69% -8.12% -7.28% -0.67% 

生态景观 3,228,144,253.53 2,376,823,045.27 26.37% -1.71% -4.10% 1.83% 

生态旅游 838,209,669.45 653,626,931.61 22.02% -8.43% -4.50% -3.21% 

分地区       

华南 2,422,157,863.26 1,809,139,728.08 25.31% 14.22% 6.03% 5.77% 

华东 894,208,728.40 684,977,967.17 23.40% 22.86% 29.78% -4.09% 

华中 957,062,326.13 735,395,666.74 23.16% 63.79% 81.75% -7.60% 

西北 921,611,776.18 747,373,092.07 18.91% -12.12% -6.44% -4.92% 

西南 1,913,236,727.57 1,301,324,517.54 31.98% -31.29% -35.64%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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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0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

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对公司 2018 年 9 月末的总资产、负债总额、

净资产及 2018 年 1-9 月的净利润无重大影响，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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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新增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是：赣州汉华缘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深圳市铁汉生态规划设计

院有限公司、河源市汉景源生态环境有限公司、江苏铁城生态旅游有限公司、泉州市汉鹏翔生态环境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大埔县汉埔旅游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凤凰汉凰缘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铁汉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连平县汉翔缘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五华县汉晟环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元谋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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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建设有限公司等11家子公司。 

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减少蕉岭铁汉大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水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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