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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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本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胥正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范峒彤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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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95,193,780.65 781,635,794.02 1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0,912,929.55 200,595,253.75 1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8,893,335.80 200,664,163.73 14.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6,793,539.14 234,562,331.63 9.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73 0.07 1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73 0.07 1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6% 2.19%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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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68,763,441.70 18,754,656,118.48 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916,740,562.83 9,684,011,081.77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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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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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895.1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38,213.9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55,529.7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23,137.52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2,131.5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051.11  

合计 2,019,59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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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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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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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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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环境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10% 1,257,106,394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1% 53,927,300 0   

高云 境内自然人 0.55% 16,296,891 0   

常刚 境内自然人 0.54% 16,127,000 0   

#梁凤好 境内自然人 0.45% 13,431,437 0   

#刘志强 境内自然人 0.33% 9,886,057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1% 9,395,800 0   

大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1% 9,216,234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盛转

型升级主题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23% 6,798,700 0   

广发基金－农业

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20% 6,012,421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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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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57,106,394 人民币普通股 1,257,106,39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3,927,300 人民币普通股 53,927,300 

高云 16,296,891 人民币普通股 16,296,891 

常刚 16,12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27,000 

梁凤好 13,431,437 人民币普通股 13,431,437 

刘志强 9,886,057 人民币普通股 9,886,05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9,395,800 人民币普通股 9,395,800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216,234 人民币普通股 9,216,23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盛转

型升级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6,798,700 人民币普通股 6,798,7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012,421 人民币普通股 6,012,42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持股 5%以上（含 5%）的股东仅成都环境集团一家，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关联属性为控股母公司，所持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2）公司前 10 名股东与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梁凤好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13,431,437 股，刘志强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 9,886,05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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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244,027.00 4,000,000.00 -3,755,973.00 -93.90%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应收票据到期，收到

相关款项所致。 

应收利息 41,103,950.75 23,540,654.94 17,563,295.81 74.61%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按期计提的 PPP项

目利息，导致应收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31,775,434.67 69,680,103.58 62,095,331.09 89.11%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按照工程进度支付

的代建项目资金较期初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92,589,467.06 50,050,123.12 42,539,343.94 84.99%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预交的土地款项所

致。 

应付利息 64,484,475.94 37,914,939.52 26,569,536.42 70.08% 
系本报告期内按照借款协议，计提债务

利息较期初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25,597,340.39 53,058,211.12 72,539,129.27 136.72% 

系本报告期内将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应付款重分类调整至此科目所致。 

 

（2）报告期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上年同期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11,579,405.65 8,774,629.91 2,804,775.74 31.96%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业务量增加且

前期在建项目增值税留抵进项税额已

抵消完毕，导致本期计提的附加税同比

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8,685,904.45 9,750,826.52 8,935,077.93 91.63%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应收款项增加及账

龄结构变动，导致计提的坏账准备同比

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2,486,431.12 15,564,782.39 -13,078,351.27 -84.03%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即征即

退增值税返还同比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2,178,840.30 1,322,311.56 856,528.74 64.78%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收到的违约金和罚

款等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94,415.36 1,428,244.91 -1,233,829.55 -86.39% 

主要系上年同期下属排水公司污水处

理二厂搬迁发生的过渡期运营成本，故

上同期对比数较大。 

少数股东损益 4,130,011.54 -113,922.45 4,243,933.99 3725.28%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盈利同

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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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上年同期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2,163,293.60 15,564,782.39 -13,401,488.79 -86.10% 
系本报告期内收到的增值税即征即退

退税额同比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4,475,083.64 92,934,932.68 31,540,150.96 33.94% 
系本报告期内业务量增加导致缴纳的

增值税及附加税同比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1,390,930.49 69,704,323.32 -58,313,392.83 -83.66% 

系上年同期公司收到巴中 BT 项目回购

款及沛县 PPP 保证金，上年同期对比数

较大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484,158,377.16 306,800,446.94 177,357,930.22 57.81% 

系按照工程进度，本报告期内工程项目

投资同比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57,423,776.53 34,292,026.24 23,131,750.29 67.46% 

系本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的代建项目建

设资金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9,000,000.00 - 49,000,000.00 N/A 
系本报告期公司收到的蓉实环境公司

少数股东注资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298,000,000.00 -298,000,000.00 -100.00% 系本报告期公司未新增借款。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8,000,000.00 114,404,035.07 -66,404,035.07 -58.04% 
系按照借款协议，本报告期内公司偿还

到期债务本金同比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6,649,963.75 18,628,238.39 8,021,725.36 43.06% 

系本报告期公司支付债务利息同比增

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652,463.04 620,091.74 1,032,371.30 166.49% 

系本报告期内支付的中介服务费用同

比增加所致。 

备注：“变动原因”中所提的“本报告期”所属期间均为“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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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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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兴蓉集团 其他承诺 

兴蓉集团在《蓝星清洗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报告书》中做出如下承

诺：一、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

机构和业务方面的完整性和独

2009 年 08 月

19 日 
长期 

兴蓉集团严

格按照承诺，

履行承诺义

务，目前承诺

仍在履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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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不利用上市公司违规提供

担保，不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减

少并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

争。 

程中。 

兴蓉集团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二、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为规范

和减少关联交易，兴蓉集团承

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兴蓉集团将采用如下措施规范

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一）尽

量避免或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二）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

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上市公

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

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

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

第三方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

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

披露义务。（三）保证不利用关

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

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

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2009 年 08 月

19 日 
长期 

兴蓉集团严

格按照承诺，

履行承诺义

务，目前承诺

仍在履行过

程中。 

兴蓉集团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兴

蓉集团承诺，在兴蓉集团作为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兴蓉集团

及其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从

事任何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2009 年 08 月

19 日 
长期 

兴蓉集团严

格按照承诺，

履行承诺义

务，目前承诺

仍在履行过

程中。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兴蓉集团 其他承诺 

一、兴蓉集团在《蓝星清洗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中："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

的承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内容

同上。 

2009 年 08 月

19 日 
长期 

兴蓉集团严

格按照承诺，

履行承诺义

务，承诺仍在

履行过程中。 

兴蓉集团 其他承诺 

二、兴蓉集团在《蓝星清洗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中做出的其它承诺如下：

（一）关于排水公司设立时出资

2009 年 09 月

07 日 
长期 

兴蓉集团严

格按照承诺，

履行承诺义

务，承诺仍在

履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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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承诺函兴蓉集团特别承

诺，如因排水公司设立时的上述

不规范行为，导致排水公司、排

水公司未来股东或/和其实际控

制人、排水公司债权人等遭受任

何损失，兴蓉集团将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 

兴蓉集团 其他承诺 

（二）关于排水公司部分负债未

履行债务转移手续事项的承诺

函兴蓉集团承诺，如因排水公司

存量水务资产整合过程中部分

债务转移未履行法定程序而导

致排水公司因该等事项承担了

任何责任或遭受了任何损失，兴

蓉集团将在接到排水公司书面

通知后十个工作日内，向排水公

司作出全额补偿。 

2009 年 11 月

08 日 
长期 

兴蓉集团严

格按照承诺，

履行承诺义

务，承诺仍在

履行过程中。 

兴蓉集团 其他承诺 

（三）关于排水管网维护的承诺

函兴蓉集团出具承诺，如因相关

主管部门不再承担成都市中心

城区雨污管网维护及其相关费

用，由此导致雨污管网无法获得

有效维护和管理，兴蓉集团将承

担成都市中心城区雨污管网的

维护、管理及其相关费用，由此

给排水公司造成损失的，兴蓉集

团将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2009 年 12 月

09 日 
长期 

兴蓉集团严

格按照承诺，

履行承诺义

务，承诺仍在

履行过程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兴蓉投资 其他承诺 

公司在非公开发行中所作承诺：

公司承诺本公司董事会将严格

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承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一）承

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

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

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

受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

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

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

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三）承

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2011 年 04 月

10 日 
长期 

公司严格按

照承诺，履行

承诺义务，承

诺仍在履行

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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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

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

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

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

司股票的买卖活动。本公司保证

向深交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在提出上

市申请期间，未经深交所同意，

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四）承

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

会导致公司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或对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带来

实质影响。 

兴蓉集团 其他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在非公开发行中

所作承诺（一）关于化解自来水

公司对成都城市燃气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燃气公司"）担保的

潜在偿债风险承诺依据兴蓉集

团兴蓉投资签署的附条件生效

的股权转让协议，兴蓉集团拟将

其持有的自来水公司 100%股权

全部转让给兴蓉投资，因自来水

公司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为充

分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兴

蓉集团特承诺如下：自来水公司

因履行对成都城市燃气有限责

任公司法国政府贷款担保责任

而产生的任何经济损失，由兴蓉

集团以现金方式全额承担，确保

自来水公司不会产生任何损失。 

2010 年 10 月

08 日 

2023 年 6 月

26 日 

兴蓉集团严

格按照承诺，

履行承诺义

务，承诺仍在

履行过程中。 

兴蓉集团 其他承诺 

（二）关于自来水公司设立时出

资情况的承诺函自来水公司设

立时，兴蓉集团用于出资的原成

都市自来水总公司整体经营性

净资产未履行评估手续，存在瑕

疵。兴蓉集团特别承诺："如因

自来水公司改制时的上述不规

范行为，导致自来水公司、自来

水公司未来股东或/和其实际控

制人、自来水公司债权人等遭受

任何损失，兴蓉集团将承担全部

赔偿责任"。 

2011 年 11 月

09 日 
长期 

兴蓉集团严

格按照承诺，

履行承诺义

务，承诺仍在

履行过程中。 

股权激励承诺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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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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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部分承诺为长期承诺，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兴蓉集团（成都环境集团）会严格按照承诺，履行承诺

义务，目前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其他有期限的承诺，则在承诺期限内逐步履行承诺义务。 

四、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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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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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1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内容刊登于深交所投资者互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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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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