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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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0,212,226.97 8,146,649,028.69 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299,777,309.63 4,336,169,579.14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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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6,196,768.16 -6.32% 3,681,615,397.72 1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2,068,681.19 -0.64% 268,701,856.49 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6,190,057.99 -27.39% 119,522,926.40 -26.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51,889,825.13 -4.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60 0.00% 0.230 8.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60 0.00% 0.230 8.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5% -0.48% 6.27%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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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4,787.86 --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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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69,468.09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0.00 --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0.00 --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437,554.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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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0.00 -- 

债务重组损益 0.00 --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0.00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0.00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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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801,469.77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0.00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0.00 --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0.00 --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30,576.60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2,611,600.00 -- 

减：所得税影响额 48,308,141.85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7,231.67 -- 

合计 149,178,93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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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增值税退税 13,825,116.60 与企业主营业务相关 

污泥处置补贴款 2,425,720.00 与企业主营业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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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1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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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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1% 359,599,756 68,188,047 质押 352,783,021 

Zara Green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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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 72,056,601 34,132,074 质押 53,094,334 

何剑锋 境内自然人 5.44% 63,514,690 63,514,690 质押 62,952,175 

宁波太石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6% 31,018,000 31,018,000   

广东恒健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6% 28,735,950 23,446,658   

江阴福奥特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6% 24,018,864 11,377,358 质押 17,698,110 

周稷松 境内自然人 1.57% 18,338,446 0 质押 18,338,444 

深圳市权策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12,210,505 12,210,505 冻结 12,210,505 

沈洁 境内自然人 1.03% 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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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411,709 人民币普通股 291,41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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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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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289,292 人民币普通股 5,289,292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 4,930,418 人民币普通股 4,930,418 

长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2 
4,495,725 人民币普通股 4,495,725 

齐丽萍 4,466,297 人民币普通股 4,466,297 

陈利源 3,4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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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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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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东沈洁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2,000,000 股；齐丽萍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4,33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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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926,197,233.54  1,116,484,308.44  -17.04%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2,438,466,468.25  1,789,069,938.50  36.30%  主要系子公司广东威奇、安徽威奇本期末应

收票据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67,729,117.48  87,824,728.95  90.98%  主要系公司中标国家水站相应材料采购预付

款及预付产业园工程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180,193,193.55  979,197,446.19  -81.60% 主要系本期收到宇星科技原股东应收款购回

款影响所致。 

存货  498,021,501.08  407,338,634.57  22.26%  主要系子公司上风高科根据订单需求备货增

加，以及环保产业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

算资产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17,677,556.90  8,900,740.60  98.61%  主要系其他非流动资产应收代建款一年内到

期的部分转列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04,673,600.00  648,145,895.34  -37.56%  主要系本期减持华夏幸福影响所致。  

无形资产  1,014,980,099.59  526,530,710.51  92.77%  主要系子公司绿色东方BOT项目完工结转无

形资产特许权所致。  

短期借款  893,500,000.00  1,194,482,975.67  -25.20%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549,475,728.81  1,209,639,038.16  28.09%  主要系本期期末应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218,652,575.54  132,846,147.06  64.59%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上风高科、宇星科技按合

同规定预收的款项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4,582,204.18  39,109,238.89  -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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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应付款  132,831,967.73  231,294,955.07  -42.57%  主要系本期按约定支付宇星科技原股东股权

转让款影响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29,235,708.94  63,404,835.44  -53.89%  主要系本期归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银行借款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42,508,446.89  309,455,842.60  -53.95%  主要系本期华夏幸福减持及期末公允价值变

动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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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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费用  65,551,984.81  48,635,191.38  34.78% 主要系港币长期借款汇兑损益影响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636,364.01  -1,201,998.98  402.53%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影响所

致。 

投资收益  189,347,645.88  96,226,789.18  96.77% 本期减持华夏幸福股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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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889,825.13   -624,796,688.04  -4.34%  主要系公司现汇资金充沛、银行承兑汇票贴

现减少，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87,319,136.06    308,804,893.95  122.57%  主要系本期收到宇星科技老股东应收款购回

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72,545,199.96     224,747,211.20  -221.27%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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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发行股份收购中联环境100%股权事项 

    公司分别于2018年7月17日、2018年7月30日、2018年8月10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等相关议案及调整修订后

的相关议案。上述议案已经2018年8月15日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收

购中联环境100%股权，交易价格为152.5亿元。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8名交易对手以 7.64 元/股的发行价格发

行1,996,073,294股。2018年8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于2018年8月22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

理序号：181245号）。 2018 年 9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81245 号）。2018年10月9日，公司披露了《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181245 号]之反馈意见回复》。 2018 年 10 月 24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通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事项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核准获得有条件通过。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7月18日、2018年7月31

日、2018年8月13日、2018年8月16日、2018年8月24日、2018年9月13日、2018年10月9日、2018年10月25日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相关公告。 

 

2、回购公司股份事项 

    本公司于2018年9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于2018年10月8日召开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使用自筹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不超

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9 元/股，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注销等。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公告回购进展情况。 

    截止2018年10月29日，公司回购准备工作已完成，因公司正在进行发行股份收购中联环境100%股权事项，公司尚未实施

回购。 

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9月18日、2018年10月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相关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审议发行股份收购中联环境 100%股权

相关会议公告 

2018 年 07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7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8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8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发行股份收购

中联环境 100%股权的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通知书 

2018 年 08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018 年 09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披露《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1245 号]之

反馈意见回复》 

2018 年 10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发行股份收购中联环境 100%股权

申请获得证监会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18 年 10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审议回购公司股份预案会议公告 
2018 年 09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10 月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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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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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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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340 华夏幸 5,302,7 公允价 413,447 151,801 140,216 0.00 164,464 113,464, 189,975 可供出 原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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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福 67.80 值计量 ,295.34 ,469.77 ,625.00 ,459.49 461.04 ,000.00 售金融

资产 

资 

境内外

股票 
002161 远望谷 

1,662,2

99.72 

公允价

值计量 

1,764,5

66.46 
0.00 0.00 0.00 0.00 0.00 

1,429,9

75.98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买入 

合计 
6,965,0

67.52 
-- 

415,211,

861.80 

151,801

,469.77 

140,216

,625.00 
0.00 

164,464

,459.49 

113,464,

461.04 

191,404

,975.98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2018 年 04 月 20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2018 年 05 月 15 日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46,640 0 0 

合计 46,64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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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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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7 月 2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2018 年 07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 

2018 年 09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 

2018 年 09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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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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