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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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邓福海 董事 工作原因 刘金课 

公司负责人吴道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暂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戚晓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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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2,323,600.95 2,883,415,154.99 -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52,918,358.27 1,080,127,524.01 -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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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6,688.70 -99.28% 4,343,104.54 -9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4,553,265.22 -145.81% -127,209,165.74 -14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4,253,536.31 -145.90% -127,319,517.77 -141.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83,724,418.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146.67% -0.20 -14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146.67% -0.20 -14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7% -146.44% -12.51% -1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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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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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679.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9,766.41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166.23  

合计 110,35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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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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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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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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雾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83% 349,410,462 349,410,462 

质押 339,690,000 

冻结 349,410,462 

文菁华 境内自然人 3.75% 23,884,856 0 
质押 23,593,874 

冻结 14,925,962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持盈 88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4% 7,917,181 0   

曹雅群 境内自然人 1.15% 7,328,085 0 冻结 4,000,000 

张寿清 境内自然人 0.74% 4,717,400 0   

锦州鑫天贸易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3% 4,647,292 0 质押 4,647,292 

蔚文燕 境内自然人 0.66% 4,212,466 0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聚宝盆

30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65% 4,130,454 0   

张迪 境内自然人 0.61% 3,863,200 0 质押 3,863,200 

何辉 境内自然人 0.30% 1,88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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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菁华 23,884,856 人民币普通股 23,88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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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持盈 88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7,917,181 人民币普通股 7,917,181 

曹雅群 7,328,085 人民币普通股 7,328,085 

张寿清 4,717,400 人民币普通股 4,717,400 

锦州鑫天贸易有限公司 4,647,292 人民币普通股 4,647,292 

蔚文燕 4,212,466 人民币普通股 4,212,466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聚宝盆 30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4,130,454 人民币普通股 4,130,454 

张迪 3,863,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63,200 

何辉 1,886,143 人民币普通股 1,886,143 

#曹芸 1,794,700 人民币普通股 1,794,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文菁华”、“曹雅群”、“张寿清”属于一致行动,其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有关

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曹芸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79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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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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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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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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截止本报告期末，控股股东神雾集团持有公司股票349,410,462股，其中已质押股份总数为339,690,000

股，占神雾集团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97.22%；累计被司法冻结股票数量为349,410,462股，占神雾集团持有

公司股票总数的100%； 

（二）截止2018年10月23日，未清偿到期债务共计8319.66万元（含主债务及违约金、罚息等从债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已于2018年5月8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金融机构债务逾期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52）。截止2018年6月19日上述信托借款逾期金额（含主债务及违约金、罚息等从债务）共

计2006.09万元。截止8月10日上述逾期本息共计40,945,709.77元； 

（三）截止9月末公司未履行诉讼金额共计2亿元。2018年8月，公司收到《江苏省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

书》（（2018）苏01民初685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玄武支行诉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院、神雾

集团、吴道洪及李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申请人请求依法冻结江苏院、神雾集团、吴道洪及李丹10500万

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截止目前上述案件正在与对方调解中，尚未正式判决，双方

有望于近期达成展期或续贷。 

2018年8月，公司接到《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2018）辽02民初573号），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起诉公司、神雾集团、吴道洪、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院金融合同纠纷。公司于2017

年11月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订了编号为公借贷字第ZX17000000045117号的《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

申请人要求提前收回全部贷款1亿元并要求四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要求四被告支付本金99,999,900元，其他

本金及利息原告另案诉讼。截止目前，此笔款项不存在本金和利息逾期情况。上述案件正在与对方调解中，

尚未正式判决。 

（四）神雾集团针对目前已经出现的触及平仓线的股票质押情况，已与质押权人进行了密切有效的沟通，

及时通报神雾集团生产经营情况及引入战投的最新进展，并积极通过追加担保物等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非

上市公司股权、不动产等）避免出现平仓情形及其他风险。同时，神雾集团层面引入战略投资者，增强股

东实力，通过积极筹措资金与资源解决神雾集团当前面临的流动性紧张的困难。      

2018年4月26日神雾集团与上海图世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书》和《增资协议书》。根据协议书内容，

本次交易上海图世拟出资15亿元认购神雾集团增发的相应股份及提供流动性支持，其中人民币3.5亿元用于

购买神雾集团新发行的股份，其余人民币11.5亿元用于支持神雾集团及其子公司技术推广及业务开展。同

时神雾集团与重庆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光元盛大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湖北省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等企业已经签署投资意向书或投资合作协

议，尚未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截止目前，上海图世3.5亿元增资款项已全部到位。其它11.5亿元将在相关

条件成就后陆续到位。 

2018年8月20日，神雾集团、集团实际控制人吴道洪先生、上海图世、青岛伯勒共同签订了投资《合

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由上海图世（募集资金规模为15亿元，公司已于2018年5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签订战投增资协议暨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青岛伯勒（募集

资金规模为35亿元）双方对神雾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或相关项目进行投资。其中：上海图世出资3.5亿元用

于对神雾集团增资扩股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资金已到位）。青岛伯勒出资4.032亿元用于对神雾集团增资扩

股成为其第三大股东。其余资金将全部以增资扩股或股权转让等方式由上海图世、青岛伯勒按3：7的比例

共同投资于神雾集团下属子公司以及所涉及的项目公司。具体的投资条款、金额、时间节点需按照上海图

世、青岛伯勒与神雾集团下属子公司以及所涉及的项目公司原股东达成的增资扩股协议或股权转让协议的

约定加以实施。上海图世与青岛伯勒向项目公司投入资金的时间节点并不受上述青岛伯勒增资扩股资金的

投入时间限制。 

以上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3月23日、5月2日、5月17日、8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

重大事项进展暨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4）、《关于控股股东签订战投增资协议暨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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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3）、《关于控股

股东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暨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80）。控股股东神雾集团与其他大

型国企、央企等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事宜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全资子公司金融机构债务逾期的公

告 
2018 年 05 月 08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于 2018 年 5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金融机构债务

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2）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2018 年 03 月 23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暨股票复

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4） 

关于控股股东签订战投增资协议暨重大

事项进展公告 
2018 年 05 月 02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于 2018 年 5 月 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订战投增资协

议暨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0）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2018 年 05 月 17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8-053） 

关于控股股东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暨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2018 年 08 月 22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订投资合作

框架协议暨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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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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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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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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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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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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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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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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