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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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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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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聚环保 股票代码 30007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华锋 张冠卿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 43 号金运

大厦 A 座 9 层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43号金运大

厦 A 座 9 层 

电话 010-82685562 010-82685562 

电子信箱 investor@sanju.cn investor@sanju.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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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20,979,345.12 10,234,357,794.85 -6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145,930.36 1,214,164,955.42 -9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6,189,635.81 1,198,772,589.64 -98.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5,016,358.10 -3,228,950,256.08 -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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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 0.681 -98.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 0.675 -98.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7% 12.91% -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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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6,335,311.68 25,414,415,743.42 -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635,085,992.38 9,214,664,712.52 4.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5,50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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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海淀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48% 692,632,562 - 质押 378,690,923 

林科 境内自然人 7.72% 181,396,299 136,047,224 质押 179,326,376 

北京中恒天达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3% 141,792,751 - 质押 79,044,093 

北京市海淀区国

有资产投资经营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24% 123,160,120 - 质押 58,047,923 

常州京泽永兴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8% 67,776,864 - - -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0% 51,692,836 - - - 

张雪凌 境内自然人 2.00% 47,088,475 35,316,356 质押 47,079,500 

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信托有限公司

－昀沣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77% 41,600,020 - - - 

刘雷 境内自然人 1.04% 24,325,991 18,244,493 - -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创业板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2% 21,596,207 -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是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控股股东；2、

林科与张雪凌是配偶关系；3、刘雷为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4、其

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692,632,562 股，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股

份 562,923,76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129,708,802 股；2、北京中恒天达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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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1,792,751 股，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93,305,258 股，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48,487,493 股； 3、常州京泽永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股份 67,776,864 股，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0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67,776,864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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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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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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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北京三聚环

保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 

16 三聚债 112390 2016 年 05 月 17 日 2021 年 05 月 17 日 10,298.33 5.50% 

北京三聚环

保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

续期公司债

券 

19 三聚 Y1 112899 2019 年 04 月 30 日 2022 年 04 月 29 日 33,300.00 7.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53.13% 56.43%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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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比率 1.81 1.89 -8.00% 

速动比率 1.62 1.72 -10.0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05 9.05 -77.35%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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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在海淀国投、海淀科技的大力支持下，按照既定方针继续推进战略调整和业务转型，缩减

垫资建设的对外工程业务和非核心贸易增值服务，加快核心技术工业示范的进程，贯彻绿色战略方针，继续积

极推进生物质综合利用和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传统主业在业务模式、市场领域均取得了新的

成果，公司若干核心技术的首套工业装置均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绿色能源和生物燃料产业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

突破性成果。 

（一）各业务板块经营情况 

1、环保新材料及化工产品板块 

报告期内，环保新材料及化工产品板块实现营业收入9.60亿元。气体净化服务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公司于2019年7月成功中标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川西北气矿2019~2020年天然气干法脱硫一体化服务”项目，为

该油气田4座干法脱硫场站开展脱硫一体化服务，标志着公司天然气脱硫换剂服务和一站式撬装脱硫服务经过示

范进入规模推广阶段。 

公司继续推进和落实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同时与国内外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等进行专项合作。上半

年先后与清华大学、法国Axens等公司合作，进行了十余种剂种的放大和规模化加工，为今后进一步拓宽剂种的

品种和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推广的三套VOC治理项目已经进入了设备安装与调试阶段。2019年7月，公司为中石油

所属某石化公司苯乙烯单元建设的VOCs治理项目开车投运。装置运行数据显示，脱后VOCs总浓度小于1ppm，有

机物脱除效率＞99.9%，达到我国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装置运行获得用户好评，目前已全面交付

客户。 

焦炉烟气脱硫脱硝业务实现了持续的推广，截止到报告期末，业务范围涉及9个省区，客户数量达到28家，

已建成和在建装置达到了50套。报告期内新启动了9套装置的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三聚家景新能源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

并于2019年7月完成了收购事项。本次收购的目的在于更好的落实企业发展规划、实现业务转型、提高企业经济

效益，符合公司业务发展、业务转型的总体战略部署，为公司建立核心运营资产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2、化石能源产业综合服务板块 

报告期内，化石能源产业综合服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3.98亿元。公司按照既定的战略转型思路开始改变经

营模式，在传统能源化工领域，逐步减少对外承接项目中的土建、安装、非核心设备采购等垫资建设工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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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仍然集中力量推进重点技术示范项目的实施，尽快建立示范效应，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江苏禾友化工有限公司的低压钌基氨合成技术项目顺利完成中交，并于2019年7月一次开车成功。该项目

由公司在禾友化工现有20万吨合成氨装置基础上，利用新一代高性能钌基氨合成催化剂及“铁钌接力催化”合

成氨成套技术进行升级改造，为国内首套，与传统铁基催化剂合成氨技术相比，具有低反应温度、低反应压力、

低氢氮比和高氨净值等优点。 

内蒙古聚实能源有限公司20万吨/年费托合成项目于2019年7月进入了调试和试生产阶段，目前蜡成型装置

一次试生产成功，后续将陆续进行其它单元的试车工作。 

七台河勃盛项目于2019年5月开始启动，在项目组和公司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项目已经恢复施工，正在

按计划推进，报告期内已经全部完成设计工作，采购总体已完成99%，施工完成总体工作量的75%。 

大庆龙油100万吨/年悬浮床渣油加氢项目全面推进，报告期内完成设计整体进度的60%，完成采购工作的

50%（按总金额比例）。工程施工方面，建筑物、构筑物和管廊部分基础施工累计完成全部土建工程量的50%。

其中，桩基工程全部完成；土建基础工程完成58%。 

3、生态农业与绿色能源服务板块 

报告期内，生态农业与绿色能源服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公司按照全国农技中心“关于做好2019

年农作物秸秆炭化还田改土培肥绿色农业生产试验示范工作的通知”的指引，制订了详细的生产计划，积极组

织400万亩试验示范炭基肥备产工作。认真梳理生物质项目，确定一批适合公司发展的、盈利前景好的项目进入

公司发展的优先序列，使之成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新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生物质项目公司向三聚绿源的股权划转工作，本次股权划转有利于公司更好地整合

生物质相关业务，发挥协同效应；同时，通过本次划转，有利于使公司业务板块更加清晰，权责明确，对公司

的长远发展和业务布局具有积极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与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北京三聚绿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

让意向协议》，公司拟将三聚绿源的30%股权作价转让给海淀国投，将有利于整合政府、金融、社会产业资源，

发挥各方优势资源，将三聚绿源打造成集研发、核心设备制造、销售、农服、项目公司于一身的行业领先企业，

加快秸秆生物质综合循环利用项目的推广，打造完整绿色产业链，搭建生物质产业集群，加速建设生物质项目

的标杆及示范平台，加快实现公司生态农业与绿色能源产业的战略目标，体现了海淀国资体系对公司业务发展

的有力支持。 

截止到报告期末，三聚绿源项下共成立了25家直投项目公司，其中，已有17个项目完成可研编制，17个项

目完成项目所在市（县）发改委备案，11个项目与当地政府签署了投资协议，11个项目取得环评批复，5个项目

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经董事会审议，已经批准了亳州项目、平罗项目和阜新项目的投资建设，目前亳州项目

已经完成项目设计并已正式开工建设，平罗和和阜新项目正在开展设计工作，生物质直投项目有序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筹备了生物燃料的试生产工作，于7月份在鹤壁悬浮床工业示范装置上成功生产出符

合欧盟客户标准的二代生物柴油产品，并与国外客户签订了销售合同。该工艺技术利用废弃油脂，通过加氢脱

氧等化学反应，生产出含氧量低，硫氮杂质低、化学结构接近石油基产品的新型生物燃料。相比于传统以食用

油为原料、经过酯交换生产的脂肪酸甲酯类一代生物柴油，公司产品以废弃生物质为原料，不与人争粮争地，

碳减排效果更好，产品性质上具有质量热值和十六烷值高、凝点低、可高比例和石油基燃料调和等优势，是国

际公认的未来生物燃料的发展方向。本次试生产和销售的成功，标志着公司新型生物燃料技术已经趋于成熟，

为今后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油气设施制造及综合服务板块 

报告期内，油气设施制造及综合服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4.15亿元。随着公司完成对巨涛海洋的控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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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涛海洋完成对蓬莱巨涛的收购，公司和巨涛海洋进行了有效的业务整合和资源共享，具备了更加强大的业务

承接能力，为开拓市场起到了积极的帮助。 

蓬莱巨涛于2019年7月获得TECHNIP France S.A.（为欧洲著名的国际工程总包公司Technip FMC的全资子

公司）授予的重大合同，将向位于北极地区的Arctic LNG 2液化天然气项目提供当前行业内规模最大的核心压

缩机及发电机模块的建造，合同总金额超过人民币30亿元。作为专注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行业的装备建造商，

巨涛在大型模块化工厂建造方面具有国际领先的综合实力，项目执行可靠性及水准获得世界顶级能源公司的高

度认可。该合同预期也将为公司的未来经营带来积极的正面影响。 

截至目前，巨涛在手的合同总额约近人民币60亿元，多个订单进入了实际履行阶段。 

5、贸易增值服务板块 

报告期内，贸易增值服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17.58亿元。按照公司战略调整和业务转型的需要，贸易增值

服务业务主要面向公司的核心原料和产品开展大宗商品交易，为公司降低原料采购成本，拓展公司产品销售市

场，更好的为公司核心运营资产及长期稳定经营奠定基础。 

（二）技术研发情况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多项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及进入工业示范阶段，公司针对性的开展了一系列机理优

化及下游应用拓展的技术研发，包括“低成本气化联产化学品技术开发”、“不同原料的浆态床加氢适应性研

究”、“低压合成氨技术开发专项”、“生物质绿色能源生产技术开发专项”、“秸秆焦油预处理方法及加氢

工艺探索”等科研项目共计16项。 

报告期内，公司与福州大学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双方一致同意在氨的高值

高效利用等方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达成本协议。氨是一种优异的储氢载体，可以在低压下以液相存储和

运输，体积能量密度大，加注方便，安全系数高；氨本身不含碳，与氢气一样，可避免用户终端碳排放。因此，

针对氨-氢新能源利用模式开展专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协议的签署，将有利于双方利用各自的优势，积极

尝试开展氨-氢新能源利用模式中的关键技术的研发，同时也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在相关业务领域的发展。 

（三）下半年经营推进计划 

在国资体系的支持下，公司的战略转型已经初见成效，传统主业的市场拓展取得了突破，核心技术的工业

示范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公司在业务发展速度和质量上逐渐趋于平衡。公司将贯彻和执行战略发展规划，继续

调整业务模式和结构，坚持核心技术推广和优势产业打造同步进行。下半年公司经营推进的重点计划包括：  

继续支持和促进催化剂、净化剂及净化技术服务产业的发展。在剂种生产上进一步节能减排，降低生产成

本，按计划继续进行技改技措工作，提高生产线和装置自动化水平；加强产品配方优化及研发升级，并根据市

场需求有针对性的对某些品种进行改进；同时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在市场推广层面继续大力推行“一站式”

脱硫服务模式，争取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继续推进核心运营资产的建设，加大对高附加值、绿色能源核心产业的投入。对公司直投的秸杆综合利用

项目，加强项目管理，保证各项目按照进度计划建设投产，并降低建设费用。 

重点加快推进新型生物燃料技术的工业化进程。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为了达到2015年《巴黎协定》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生物燃料总消费量需长期保持增长，其中以废弃生物质为原料的新型生物柴油和生物航煤的

增长速度更快，并最终成为生物燃料的主要消费品种。为此，公司下半年将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1）加快实现低凝点生物柴油和生物航煤的技术突破及工业示范，为生产高端生物燃料产品、获得更大

的经济效益奠定基础。 

（2）启动新型生物燃料工业化直投项目的前期工作，尽快完成选址、政府合作及前期审批等程序，争取

早日实现项目落地。公司董事会已经批准设立鹤壁三聚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作为鹤壁生物燃料工业化项目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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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公司，目前已经正式开展该项目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后续公司将继续考察其他区域，综合原料、市场及政

策情况，进一步确定若干个生物燃料的直投工业化项目。 

（3）公司将加大和国内外主要能源公司的沟通与交流，在生物燃料的原料供应、产品销售、项目及产业

投资等方面尝试全方位的合作，通过互惠互利的共赢模式，加快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公司已经与全球石油贸

易巨头-贡渥集团（Gunvor Group）的商务代表就双方建立长期合作事宜进行了沟通与交流。贡渥表达了对公司

目前以及未来利用自主悬浮床技术生产的生物燃料进行包销的明确兴趣，以及对河南鹤壁新建生物燃料工厂的

投资及提供融资支持的意向，以支撑与公司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国资的领导支持下，继续加大应收账款回收力度，同时积极实施多渠道的融资工作，为公司的转型发展

提供资金保障。 

公司战略转型的核心思路保持不变：进一步逐步降低垫资建设规模，加快应收账款回收和转让，改善经营

现金流，成为拥有核心技术的传统能源化工行业服务商；同时逐步建设生态农业、绿色能源以及其它高附加值

产品的运营资产，成为拥有持续稳定盈利和良好现金流的绿色能源化工产业领先者。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

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

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

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

（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

要求其他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对

原采用的相关会计准则进行了相应调

整。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批准。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见下表。 

2019年 4月 30日，国家财政部印发了《关

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 号的规定

编制财务报表，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

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

报表均按财会﹝2019﹞6 号的规定编制

执行。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批准。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见下表。 

2）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1）2018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318,521,841.53   7,616,586,814.62   

应收票据   550,809,057.01   25,750,8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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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11,767,712,784.52   7,590,835,961.3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063,753,891.66   4,283,135,231.58   

应付票据   2,248,829,909.35   2,051,892,609.53 

应付账款   3,814,923,982.31   2,231,242,622.05 

（b）2018年1-6月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 

项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839,403,322.49 2,801,233,924.99 

财务费用 236,548,485.42 236,548,485.42 121,013,664.30 82,844,266.80 

其中：利息费用   204,591,496.14   109,575,628.15 

利息收入   15,488,977.36   39,616,161.83 

管理费用 389,677,184.54 253,592,716.09 115,663,341.09 54,791,687.11 

研发费用   136,084,468.45   60,871,653.98 

其他收益 16,765,050.40 19,398,490.54 1,602,266.70 4,122,892.08 

营业外收入 15,759,170.38 13,125,730.24 2,556,758.38 36,1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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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设立的公司情况如下表所列： 

子公司类型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取得方式 
与上年相比的

变化情况 

全资子公司 
桦南县三聚绿源生物质新

材料有限公司 

秸秆生物质收集、收购、加工和销售;生物

质炭基材料、炭基制剂、生物炭基核心剂、

生物质炭肥、生物质炭、土壤改良剂、叶面

肥、水溶肥、黄腐酸型肥料、微生物菌剂、

有机肥、微生物菌肥的生产和销售;无土栽

培基质的生产和销售;秸秆致密成形燃料加

工、零售;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粮食收

购、加工、销售;瓜果茶、干品销售;生物质

综合利用技术的信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

推广、技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生物质综合

利用专用机械设备租赁。 

投资设立 本期新增 

全资子公司 
宁安市三聚绿源生物质新

材料有限公司 

秸秆生物质的收购、加工及销售；复混肥料、

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微量元素肥料、生

物基材料、淀粉基新材料、生物质致密成型

燃料、无土栽培基质的制造及销售；生物质

能发电；生物质供热；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和

销售；粮食收购、加工及销售；水果、蔬菜、

茶叶的加工及销售；预包装食品的销售；信

息咨询服务；新能源、生物技术的开发、推

广、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机械设备租

赁服务。 

投资设立 本期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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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 
重庆市三聚绿源生物质新

材料有限公司 

秸秆生物质收集、收购、加工和销售；生物

质炭基材料、炭基制剂、生物炭基核心剂、

生物质炭肥、生物质炭、土壤改良剂、叶面

肥、水溶肥、黄腐酸型肥料、微生物菌剂、

有机肥、微生物菌肥的生产和销售；无土栽

培基质的生产和销售；生活用燃料（不含危

险化学品）零售；电力、热力、绿色能源的

生产和供应；粮食收购、加工；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技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用

机械设备租赁。 

投资设立 本期新增 

全资子公司 
虎林市三聚绿源生物质新

材料有限公司 

秸秆生物质的收集和加工、销售；复混肥料、

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微量元素肥料制

造、销售；秸秆生物质无土栽培基质制造、

销售；生物质综合利用技术的研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粮食收购、加工、销售；果

品、蔬菜、茶销售；机械设备经营租赁。 

投资设立 本期新增 

控股子公司 
济源市三聚绿源生物质新

材料有限公司 

生物质收购、加工和销售；生物质炭基材料、

炭基制剂、生物质炭基核心剂、生物质炭肥、

生物质炭、土壤改良剂、叶面肥、水溶肥、

黄腐酸性肥料、微生物菌剂、有机肥、微生

物菌肥的生产和销售；无土栽培基质的生产

和销售；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粮食收

购、加工、销售；瓜果、茶叶、预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销售；生物质信息咨询服务；生物

质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知识产

权服务；专用机械设备租赁。（涉及许可经

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投资设立 本期新增 

控股子公司 
新疆巨涛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研究和试验发展环境保护新技术和新工艺，

推广应用:环境保护再生设备研发、制造及

运营服务;环境治理服务、矿山和油田油气

水等环保工程建设等;机械设备租赁和工程

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投资设立 本期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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