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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2019-047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8 年度报告》（公告编号：

2019-026）。鉴于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所属行业分类变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12），公司所属行业已变更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代码 I65）。根据监管要求，需对《2018 年度报告》披露的个别内容进行补充如

下： 

一、关于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的补充情况： 

1、更新情况 

“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之“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之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之“2、收入与成

本”之“（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11、存货”；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17、在建工

程”；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24、收入”

中 

更新前：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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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更新后：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2 号——上市公司从事软

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的披露要求 

 

2、补充情况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2、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之“（2）应收账款”； 

“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十五、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其他员

工激励措施的实施情况”中补充如下内容 ：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2 号——上市公司从事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的披露要求” 

 

二、其他补充说明（加粗部分为补充增加内容）： 

补充一：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二、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与成本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2 号——上市公司从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的披露要

求 

单位：元 

 

2018 年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9,566,098.41 218,514,852.93 248,512,368.89 437,473,30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18,572.04 63,710,301.47 65,664,248.74 113,370,384.10 

 

2017 年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4,351,872.80 191,087,146.37 169,741,990.13 346,672,4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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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497,698.12 58,311,937.51 63,859,864.56 111,448,406.81 

说明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发生的原因及波动风险 

公司的客户主要系国网、南网等电力企业及环保相关政府部门，其通常采取预算管理和产品集中采购制度，

因此公司营业收入具有一定的季节性波动，每年合同和收入在第四季度签订和实现比前三季度略高，而各项

费用是随着业务和管理活动的正常开展而发生的，成本支出并没有明显的季节性波动。 

 

补充二：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二、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与成本 

（2）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2 号——上市公司从事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的披露

要求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分客户所处行业 

环境保护监测

（客户所处行业

为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419,158,095.61 253,573,667.02 39.50% 101.86% 105.16% -0.98% 

软件（客户所处

行业为电力行

业） 

374,961,056.65 64,144,436.11 82.89% 2.46% 187.79% -11.02% 

输电及控制设备

（客户所处行业

为电力行业） 

52,383,860.20 30,202,247.14 42.34% -45.90% -44.48% -1.48% 

土壤修复（客户

所处行业为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 

122,652,070.97 60,920,134.10 50.33% -17.42% -29.81% 8.76% 

分产品 

电力在线监测系 47,746, 553.96 28,878,365.91 39.52% -29.43% -14.94%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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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电力软件 323,330,551.85 25,957,972.51 91.97% -6.66% 247.46% -5.87% 

水质监测设备 299,263,328.67 186,411,374.56 37.71% 119.59% 118.74% 0.24% 

土壤修复 120,737,193.61 60,844,412.20 49.61% -18.71% -29.89% 8.04% 

其他 178,077,455.34 106,748,359.19 40.06% 48.28% 44.95% 1.38% 

分地区 

国内销售 969,155,083.43 408,840,484.37 57.81% 18.34% 42.42% -7.14% 

公司主营业务数据统计口径在报告期发生调整的情况下，公司最近 1 年按报告期末口径调整后的主营业务数

据 

□ 适用 √ 不适用 

 

补充三：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二、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与成本 

（5）营业成本构成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2 号——上市公司从事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的披露

要求 

主营业务成本构成 

单位：元 

成本构成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原材料 235,173,350.34 57.52% 148,771,869.40 51.82% 58.08% 

人工工资 26,533,834.48 6.49% 19,810,414.30 6.90% 33.94% 

能源 5,204,664.57 1.27% 1,540,066.88 0.54% 237.95% 

折旧 7,897,459.53 1.93% 4,970,340.22 1.73% 58.89% 

其他制造费用 73,111,041.35 17.88% 25,193,407.40 8.78% 190.20% 

环保工程成本 60,920,134.10 14.90% 86,788,364.22 30.23% -29.81% 

 

补充四： 

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二、主营业务分析 

4、研发投入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研发团队的建设，进行新产品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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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研发投入情况 

 2018 年 2017 年 变动比例 

研发人员数量（人） 669 654 2.29% 

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35.76% 41.63% -5.87% 

研发投入金额（元） 106,542,911.73 95,757,617.75 11.2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10.72% 11.37% -0.65%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元） 0.00 0.00 0.00% 

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

的比例 
0.00% 0.00% 0.00%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上年发生显著变化的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研发投入资本化率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其合理性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2 号——上市公司从事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的披露

要求 

公司不存在研发投入资本化情况。 

 

补充五： 

第八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五、公司员工情况 

2、薪酬政策 

公司秉着“企业架构平台化、经营决策前沿化、利益分配伙伴化”的企业发展指导思想，以岗位价值、员工能

力、员工业绩为分配依据，根据岗位不同，采取不同的薪酬分配模式；根据区域不同，设计不同的地方性薪

酬政策。月度薪酬包含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业务提成等。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2号——上市公司从事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的披露

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职工薪酬总额（计入成本部分）为2,653.38万元，占公司成本总额的6.35%。职工薪酬不是成

本主要项目，公司利润对职工薪酬变化不太敏感。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共计360人，占公司员工人数的19.24%，

核心技术人员薪酬占比18.39%。 

 

补充六： 

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六、税项 

2、税收优惠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2 号——上市公司从事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的披露

要求 

详见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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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内容外，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其他内容不变，补充后的 2018 年年度

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8 年年度报告（更新后）》。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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