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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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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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5,160,635.01 6,027,568,376.58 1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617,608,481.09 3,332,202,658.25 8.5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34,182,397.17 92.80% 3,268,866,455.61 3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2,533,824.79 63.09% 247,291,359.70 5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3,611,839.58 152.42% 163,203,522.66 15.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24,796,688.04 -101.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6 60.98% 0.226 51.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6 60.98% 0.226 51.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 0.83% 7.27%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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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0,584.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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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81,210.54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287,900.00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329,843.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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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17,667.50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45,566.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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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27,345,799.67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58,002.96 --- 

合计 84,087,837.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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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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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4% 351,338,310 68,188,047 质押 343,108,457 

Zara Green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10.02% 109,556,670 109,556,670 质押 109,556,670 

太海联股权投资

江阴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9% 72,056,601 34,132,074 质押 53,094,334 

何剑锋 境内自然人 4.74% 51,791,361 51,791,361 质押 50,952,175 

深圳市权策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2% 33,001,405 33,001,405 冻结 33,001,405 

江阴福奥特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0% 24,018,864 11,377,358 质押 17,698,110 

周稷松 境内自然人 1.68% 18,338,446 0 质押 18,338,446 

深圳市安雅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9% 16,233,508 16,233,508 冻结 16,233,508 

曹国路 境内自然人 1.19% 13,019,797 0   

沈洁 境内自然人 1.10% 12,000,000 0 质押 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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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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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83,150,263 人民币普通股 283,150,263 

太海联股权投资江阴有限公司 37,924,527 人民币普通股 37,924,527 

周稷松 18,338,446 人民币普通股 18,338,446 

曹国路 13,019,797 人民币普通股 13,019,797 

江阴福奥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2,641,506 人民币普通股 12,641,506 

沈洁 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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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6,433 人民币普通股 11,026,433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

丰利 8 号单一资金信托 
9,292,071 人民币普通股 9,29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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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4,348 人民币普通股 8,694,348 

中国银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

券投资基金 
7,462,782 境内上市外资股 7,462,78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何剑锋在公司控股股东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及高管职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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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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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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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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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  246,361,283.70  115,243,231.10  113.78% 主要系本期采用票据业务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793,488,401.69  1,303,833,738.43  37.55%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环保工程类项目结算周

期较长所致。  

预付款项  221,572,687.05  64,040,179.46  245.99% 主要系公司业务扩大、采购规模增长所致。  

其他应收款  845,280,945.50  1,309,811,376.15  -35.47% 主要系子公司宇星科技本期收到部分老股东

履行应收款兜底义务回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6,622,007.21  35,546,910.61  87.42% 主要系本期期末待抵扣及留抵进项税额增加

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45,502,790.48  436,207,132.19  47.98% 主要系2017年9月末华夏幸福收盘价较2016年

末收盘价上升，相应公允价值增加及本期采用

成本法计量的投资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875,720,959.86  426,984,333.66  105.09% 主要系子公司BOT项目、水处理项目增加所

致。  

应付票据  107,261,915.51  77,907,680.46  37.68% 主要系本期采用票据业务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841,467,810.80  444,939,487.03  89.12% 主要系本期业务量增加，对应采购应付未付增

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3,475,018.41  25,450,178.28  -47.05%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度已计提的职工薪酬，导

致期末数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2,935,882.11  1,833,084.24  60.16%  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7,742,500.00  52,276,661.63  -85.19% 主要系本期归还一年内到期的银行借款所致。  

递延收益  40,905,966.12  22,310,364.11  83.35%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所致。  

利润表项目 年初到报告期末 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125,561,809.56  94,007,910.05  33.57% 主要系增加市场开拓、加大市场投入所致。 

管理费用  234,585,294.16  165,815,147.43  41.47% 主要系公司增加研发投入影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8,573,255.83  10,132,492.10  182.00% 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按政策计提资产减值损

失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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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  96,226,789.18  35,171,759.15  173.59% 主要系本期减持华夏幸福所获得的收益影响

所致。 

营业外收入  50,975,113.42  33,509,731.04  52.12%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收到土地补偿款影响所致。 

营业外支出  14,624,007.58  1,528,414.86  856.81%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处置资产所支付的费用影

响所致。 

所得税费用  47,509,481.52  22,697,924.44  109.31% 主要系本期减持华夏幸福所缴纳的企业所得

税影响所致。 

现金流量表 年初到报告期末 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24,796,688.04  -310,638,811.25  -101.13% 主要系本期铜价上涨所支付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增加及公司采用票据业务结算

方式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8,804,893.95  82,225,904.97  275.56% 主要系子公司宇星科技本期收到部分老股东

履行应收款兜底义务回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4,747,211.20  199,231,694.06  12.81% 主要系本期增加银行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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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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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根据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的公

告》，根据2016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规定，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底价由12.78元/股调整为8.51元/股、发行数量上限由不超过64,162,754股调整为不超过96,357,226股。2017年8月9日，

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进行部分调整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对方案中的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进行调整，调整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3,000万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寿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74,030,552股。2017

年8月29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截至目前仍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批复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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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2017年8月10日、2017年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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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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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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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根据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的公

告 

关于非公开发行调减募集资金规模暨调

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 

2017 年 7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8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证监会审

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2017 年 08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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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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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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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03 月

30 日 
三年 

该承诺截止

公告日，宇星

科技第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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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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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Limited、

Noveau 

Direction 

Limited 

30 日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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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应收款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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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25 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判定公司胜诉。2017 年 8 月 21 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律师收到法院以

邮寄形式送达的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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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上诉状。2017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及宇星科技分别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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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次诉讼达成了和解，并分别签署了相关协议，本

协议已经公司第八届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股东大会审核通过后生效，以

及本协议生效后需由协议各方至法院办理相关调解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2017 年 8 月 11 日、2017 年 8 月 2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起

诉讼的公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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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600340 

华夏幸

福 

5,302,7

67.80 

公允价

值计量 

362,628

,557.70 
--- 

303,046

,067.02 
--- 

88,945,

365.88 

82,617,

667.50 

409,364

,190.48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原始出

资 

境内外

股票 
002161 远望谷 

1,662,2

99.72 

公允价

值计量 

2,296,3

26.33 
--- --- --- --- 

1,991.6

1 

2,260,4

77.3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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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965,0

67.52 
-- 

364,924

,884.03 
0.00 

303,046

,067.02 
0.00 

88,945,

365.88 

82,619,

659.11 

411,624,

667.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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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 

2017 年 09 月 0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 

2017 年 09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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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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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 适用 √ 不适用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公司本报告期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无后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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