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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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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马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安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朱象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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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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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410,468.48 912,862,594.56 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463,290.06 49,147,889.62 3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612,201.84 46,854,035.65 -4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4,312,904.93 10,600,157.98 -1,178.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1 0.068 33.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1 0.068 33.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6% 1.48%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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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8,192,656.09 6,027,568,376.58 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38,577,280.97 3,332,202,658.25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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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6,739,007.8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23,664.6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532,45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51,247.4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818,886.2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000.71  

合计 42,851,088.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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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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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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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峰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23% 234,445,387 76,751,366 质押 228,953,670 

Zara Green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10.05% 73,106,334 73,106,334 质押 73,106,334 

太海联股权投资

江阴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61% 48,082,823 22,776,074 质押 35,429,447 

何剑锋 境内自然人 4.75% 34,559,982 34,559,982   

深圳市权策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3% 22,021,587 22,021,587 冻结 22,021,587 

曹国路 境内自然人 2.46% 17,916,666 17,916,666 质押 17,916,666 

江阴福奥特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0% 16,027,606 7,592,025 质押 11,809,815 

周稷松 境内自然人 1.52% 11,030,600 0   

深圳市安雅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9% 10,832,497 10,832,497 冻结 10,832,497 

广发证券资管－

工商银行－广发

资管原驰 1 号·上

风高科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15% 8,359,05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7,694,021 人民币普通股 157,69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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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海联股权投资江阴有限公司 25,306,749 人民币普通股 25,306,749 

周稷松 11,03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30,600 

江阴福奥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8,435,581 人民币普通股 8,435,581 

广发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广发

资管原驰 1 号·上风高科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8,359,050 人民币普通股 8,359,05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6,434,970 人民币普通股 6,434,97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792,610 人民币普通股 5,792,610 

中国银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

券投资基金 
5,162,366 人民币普通股 5,162,366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 4,848,009 人民币普通股 4,848,00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35,055 人民币普通股 4,835,0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太海联股权投资江

阴有限公司与江阴福奥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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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预付款项 84,561,167.74 64,040,179.46 32.04% 主要系本期预付货款较上期增加

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57,187,548.67   436,207,132.19  27.73% 主要系本期增加天健创新（北京）

监测仪表有限公司投资2000万，

宁夏环保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5000万以及所持华夏幸福公允价

值变动影响所致。 

在建工程   555,316,767.74  426,984,333.66  30.06% 主要系本期BOT项目建设所致。 

预收款项   146,622,938.36   116,694,327.16  25.65% 主要系本期收到合同预收款增加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430,798.20    25,450,178.28  -62.94%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已计提的应

付职工薪酬影响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37,558,661.63    52,276,661.63  -28.15% 主要系本期已偿还香港（上风）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2,195,094.68    11,259,572.50  -80.50% 主要系公司不同业务模块收入比

重变化所致。 

销售费用    34,032,976.04    24,655,681.27  38.03% 主要系本期市场开发相关差旅费

及售后服务费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69,474,399.87    44,924,615.20  54.65%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及

研发投入增加的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6,305,194.95    29,534,992.73  -78.65%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坏账计提减少

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57,082.43    -2,413,034.85  64.48% 主要系子公司绿色东方持有深圳

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份，当期股价下降所致。 

投资收益    10,706,847.07     1,448,207.22  639.32% 本期分红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52,241,111.17     9,504,301.19  449.66%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国路贸易处置

房产所致。 

营业外支出     4,191,260.79      579,316.79  623.48% 主要系本期资产损失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0,812,904.93   10,600,157.98   -1334.07% 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服务支付的现金所支付的现金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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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4,436,035.46  -67,915,376.23   -83.22% 主要系本期投资天健创新（北京）

监测仪表有限公司投资2000万及

宁夏环保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5000万影响所至和。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2,503,096.05  -113,586,783.11  225.46%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绿色东方增加

1.2亿银行长期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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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6年7月21日、2016年9月23日、2016年10月14日、2017年3月14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2016年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及两次调整修订后的议案。经二次修订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对象

为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剑锋先生，非关联自然人佘常光先生以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合计不超过10名的特

定对象，其中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剑锋,佘常光承诺以现金方式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何剑锋认购金额不低于

5,000万元且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佘常光认购金额不低于5,434万元且不超过8,000万元人民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为不超过64,162,754股，定价基准日为2016年7月23日，发行价格不低于12.78元/股。公司于2016年12月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中国证监会决定对该事项申请予

以受理。公司于2017年2月2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的反馈意见，并于2017年3月15日披露反馈意见

的回复。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详见公司分别于2016年7月23日、2016年9月24日、2016年10

月15日、2016年12月20日、2017年2月22日、2017年3月1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暨关联交易

相关事项 

2016 年 07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9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6 年 10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事

项的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2016 年 12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事

项的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2017 年 02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的回复 
2017 年 03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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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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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深圳市权策

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深圳

市安雅管理

咨询有限公

司、太海联股

权投资江阴

有限公司、江

阴福奥特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上海和

熙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Zara Green 

Hong Kong 

Limited、

Samuel 

Holdings 

Limited、

Eastern Union 

Holding 

Limited、Jess 

Kay 

International 

Limited、

Noveau 

Direction 

Limited 

关于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

之盈利补偿

协议及补充

协议的承诺 

宇星科技尚

未全部收回

的应收账款

及其他应收

款的对价支

付安排分为

三期。第一期

现金对价，即

现金总对价

的 40% ，将

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支

付。第二期现

金对价，即现

金总对价的

30%，将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第三期现金

对价，即现金

总对价的

30%，将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2015 年 03 月

30 日 
三年 

该承诺截止

公告日，宇星

科技第一期

应收款的购

回除深圳市

权策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雅

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没有

履行承诺外，

其余承诺人

已履行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深圳市权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安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未按《关于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第一期应收款购回承

诺，已构成实质性违约的事实。2017 年 1 月，公司已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上述违

约事实提起诉讼，法院已立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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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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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股票 
600340

  
华夏幸福 

8,081,168

.54 

15,172,74

3 
0.51% 

15,172,74

3 
0.51% 

413,608,9

74.18 
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原始出资 

股票 002161 远望谷 
1,662,299

.72 
199,161  199,161  

1,971,693

.90 
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买入 

合计 
9,743,468

.26 

15,371,90

4 
-- 

15,371,90

4 
-- 

415,580,6

68.08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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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1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 

2017 年 02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 

2017 年 03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 

2017 年 03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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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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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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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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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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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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五、证券投资情况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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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