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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屈冀彤 董事 
董事屈冀彤先生对《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提案》投弃权票，弃权理由是：

本人非财务专业人士，无法对复杂的财务处理是否合规、合理发表意见，故投弃权票。 

王智勇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王智勇先生对《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提案》投弃权票，弃权理由

是：年审机构在对厦门珀挺 2017年财务报表审计中，就应收账款及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处理

发生很大争议，并进行了相应会计调整；对此，厦门珀挺未予认可，产生严重分歧；本人作

为非财务专业的独立董事，虽经多方求证仍无法做出判断。因此，就前述涉及厦门珀挺 2017

年利润的相关提案，本人投弃权票。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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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冀彤 董事 行程安排冲突 罗祥波 

刘  勇 董事 行程安排冲突 罗祥波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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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三维丝 股票代码 30005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未来 洪建章 

办公地址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春光路

1178-1182号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春光路

1178-1182号 

传真 0592-7769502 0592-7769502 

电话 0592-7769767 0592-7769767 

电子信箱 savings@savings.com.cn savings@savings.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产品、经营模式和业绩的驱动力未发生较大变化，公司业务收入和经营利润构成也未发生较大

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销售收入130,910.35万元，同比增长38.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10.86万元，同比增

长137.2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8,654.89万元，同比增加761.74%。其中：滤料销售收入为29,736.55万元，同

比增长5.21%，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由上年的29.81%下降为22.72%，滤料业务毛利率由上年的26.59%下降为26.21%，下降的主

要原因是市场竞争激烈，平均销售价格下降；环保工程销售收入为11439.46万元，毛利率由上年的37.42%降为35.4%，占销

售收入的比重由上年的9.83%降为8.74%，散物料输储系统销售收入为73,303.78万元，毛利率由上年的33.08%上升为33.24%，

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由上年的44.41%上升为56.00%。 

 

报告期内，公司秉持内生外延式的发展战略，初步搭建了工业废气净化综合服务商的架构。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包含

三大业务板块：烟气岛治理(除尘、脱硝、脱硫等大气治理)、清洁能源投资运营、散物料输储系统。公司的主营业务涵盖了

原有的袋式除尘器核心部件高性能高温滤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烟气脱硝核心部件业务以及拓展环保行业烟气治理相关BOT

的业务，还增加了散物料输储系统业务。公司与高温烟气治理相关的主营业务突出，除尘、脱硝及BOT业务的最终客户都主

要属于火力发电行业，公司在火力发电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1、烟气岛治理 

 

公司成立以来专注于从事大气粉尘污染整治，是袋式除尘器所需高性能高温滤料的专业供应商，主营业务为袋式除尘器

核心部件高性能高温滤料的研发、生产、销售。2015年公司通过收购洛卡环保进入烟气脱硝领域。公司烟气岛治理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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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粉尘污染治理和烟气脱硝等领域，主要产品包括除尘设备、脱硝关键设备、SNCR脱硝一体化设备、脱硝成套设备、为烟

气脱硝系统集成商(工程公司)及业主提供技术支持、系统性能保证(设计/优化)服务等。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及社会公

众对环保的不断重视，烟气岛治理业务将在各种积极因素的推动下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2、清洁能源投资运营 

 

公司通过增资文安县众鑫生物质供热有限公司的方式进入生物质供热行业，这是公司切入洁净能源领域，拓展新板块业

务的第一个项目。未来公司将考虑采取PPP/BOT/EMC/EPC等模式进一步拓展清洁能源投资运营项目。我国已进入推进能源革

命的战略机遇期，随着各项政策出台及规划的落实到位，清洁能源的发展将会迎来更多机会，经济和社会效益将会更加明显。 

 

3、散物料输储领域 

 

外延式并购发展创造的利润成为公司业绩驱动的主要支撑力。报告期内，厦门珀挺贡献收入73,303.78万元，占总营业

收入的56%，其中海外业务实现收入69,541.57万元，占总营业收入的53.12%。厦门珀挺主要从事散物料输送系统研发、设计、

集成及相关主要高端智能设备、粉尘治理设备、环保设备、智能物流仓储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维修保养等业务。

散物料输储项目的执行需经历投标及中标、确定技术方案、规划设计、采购及订制、产品交付、售后服务等过程。厦门珀挺

拥有强大的系统研发设计和集成能力以及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是国际知名的散物料输储系统综合服务商。依托行业领先的

技术优势和强大的系统设计和集成能力，厦门珀挺为电力、港口、钢铁等行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散物料输储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业务已遍及中国大陆地区、台湾地区、美国、德国、澳大利亚、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地。 

 

(1)物料输储系统的行业发展特点 

 

散物料输储系统的研发、设计、集成服务一般是根据总承包单位或者业主的需求进行定制化、个性化的服务，针对实际

地理环境、建造条件等的不同，设计出不同的技术方案。而对于部分施工难度系数较高的大型工程项目而言，不仅需要有先

进的设备，更需要有先进、完善、充分的技术设计方案以及整个大型项目的建设管理能力，以满足不同项目、不同实际情况

的需求。一个大型建设项目不仅仅只是将各种先进的机器设备组合安装到一起，而是通过系统研发、设计与集成来实现建设

成本、运营维护成本最小化、更环保、更节能的目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输储系统研发设计与集成能力以及大型项

目建设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是决定某个项目能否高质量完成的关键。 

 

(2)散物料输储系统的行业周期性及与上下游行业关系 

 

散物料输储行业对电厂、冶金等下游终端行业存在一定依赖性，由于电厂、港口码头、建材、冶金、煤炭等主要工业领

域的投资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正相关，因此散物料输储行业与宏观经济周期呈正相关关系。厦门珀挺上游行业主要是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商、金属材料制造商。上游的建材原料、设备零部件和人力资源的价格直接影响整个散物料输储系统的

成本，从而影响利润。全球能源、大宗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都会增加厦门珀挺所处行业营运成本，对

行业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厦门珀挺的主要直接客户为电厂等项目总承包商或业主单位，最终客户主要为燃煤电厂等。下

游项目总承包商通常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实施能力和项目管理经验，但对于某些具体项目的设计与实施需要由专业的服务

商提供专业化支持。厦门珀挺所处的散物料输储行业的终端客户，诸如电厂、港口、煤炭、冶金等行业的持续发展，为行业

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散物料输储行业的市场竞争格局 

 

散物料输储行业主要有四类参与者：第一类参与者为设计院，如电力、冶金、港口、化工等行业的各类专业设计院，各

类专业设计院按照项目需求进行定制化、针对性地设计，提出技术解决方案；第二类参与者为设备制造商，该类参与者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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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合同标准进行各部件设备的生产，主要为散物料输储系统设备提供商；第三类参与者为建设施工企业，主要提供散物

料输储系统的建设施工安装服务；第四类参与者为综合性专业服务企业，该类参与者不仅需要有优秀的系统设计能力，而且

需要具备大型项目的管理经验和强大的系统集成能力，同时还须具备适当的设备研发和制造能力。在散物料输储行业中，这

四类参与者既存在竞争又存在合作的关系。目前国内散物料输储行业综合性专业服务企业较少，尤其缺乏能提供大型电力、

冶金等项目综合解决方案的企业。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内电力、港口、冶金等领域有较多的项目总承包业绩，业务体

系完整，在国内散物料输储行业综合服务市场占有率较高。厦门珀挺主要承接国外电力、冶金、港口等大型项目的散物料输

储系统综合服务，包括系统设计、集成和维修保养等。近年来在国内市场涉足较少，和国内散物料输储系统设备制造商更多

处于合作关系，和国内设计机构及综合服务商的直接竞争也较少。从厦门珀挺的业务模式和客户范围考量，目前国内外主要

企业有：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印度Macmet Engineering、德国蒂森克虏伯集团、泰富重装集团有限公司、韩国现代重工

集团等。由于各家公司开展业务的地域不完全相同，也没有权威数据统计各区域散物料输储系统业务的发展情况，因此难以

测算各家公司占有的市场份额。 

 

(4)厦门珀挺行业地位 

 

厦门珀挺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散物料输储系统的研发，经过多年的技术创新和积累，已自主掌握了高效节能带式输

送技术、气垫带式输送技术、曲线落煤管技术、数字化料场管理系统技术等一批行业领先的核心技术。此外，厦门珀挺生产

的清扫器、缓冲床等输送机械设备部件，均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厦门珀挺先后承担了菲律宾

托莱多电厂输煤系统、菲律宾塔加尼电厂输储煤系统、越南河静钢厂项目、福建漳州后石电厂输储煤系统、古雷码头输送机

项目等海内外大型建设项目以及与台塑集团、菲律宾生力集团等海内外知名大型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厦门

珀挺是台塑集团火电、钢铁、化工等工程项目散物料输储系统的主要合作方。“厦门珀挺”已成为散物料输储行业内具有较

强影响力的品牌之一。厦门珀挺的业务来源主要为境外，在国内开展的业务量较少，而境外市场尚没有权威数据统计各家公

司的市场占有率。因散物料输储系统应用领域较广，电力、港口、冶金、矿山、化工、建筑等行业及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均

有不同程度的需求，从目前厦门珀挺的收入规模及开展业务涉及的地区来看，厦门珀挺在国际市场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4、危废固废领域 

 

公司于2017年12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北京三维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的提

案》，决定投资成立北京三维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后经工商登记名称为北京三维丝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战略投资

平台。根据公司投资发展规划，北京三维丝专注于环保行业中危废领域内标的项目投资，布局危废领域投资并购，培育新的

业绩增长点，增强公司未来市场竞争综合实力。 

 

危废处理关乎国民健康与生态安全，我国对危废领域的重视度正在不断提升，随着环保政策趋严，危废处理的要求正在

提高。由于我国危废处理产业起步晚，目前行业还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在2018年政策收紧的情势下，危废行业将持续高速

发展。近年来，我国危险废物产生量总体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根据环保部数据，2016年，我国危险废物产生量多达5347

万吨，而危废的产生量和处理量之间存在巨大缺口。 

 

中国的危险废物处理量低于产生量。尽管处理量有所提升，2016年处理率为85.8%，仍然维持于低水平，显示处理能力

整体供应短缺。根据资料，鉴于大量危险废物遭非法处置，实际的合法处理率可能更低。从危险废弃物处置量情况来看，

2006-2016年，我国危废整体处置量出现不断上升趋势。2011年由于危废产品扩容，使得处置量急剧攀升。2016年，我国危

废处置量1230万吨，创历史新高。目前，我国每年约有300万吨危险废物临时储存在各生产单位，累计储存量己达3000万吨

以上。每年有数千吨危险废物被排放到环境中，污染隐患极大。 

 

根据2013年两高司法解释，非法排放、倾倒、处理3吨以上危废将入刑，这使得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由承担民事责任上

升到承担刑事责任，促进危废处理行业需求的释放，也是我国危废处理行业启动的关键点；2016年国务院下发《“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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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对以含铬、铅、汞、镉、砷等重金属废物和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抗生素菌渣、高毒持久性废物等

为重点开展专项整治且明确了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二次污染的控制要求及综合利用过程环境保护的要求，促进危废处理行业的

规范化发展，体现了国家对于环境整治的决心；2017年环保督查如火如荼，地方政府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环保排

放不达标的企业停产整改甚至关停成为常态；2018年新的《环境保护税法》即将实施，环保税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环保监管

的日常化和规范化。 

 

以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数据为基础，假设未来几年危废产生量保持过去十年复合增长率12%的增速，假设单位处置成本为

2500元/吨，则预计2020年危废处置市场为613亿元，2018-2023处置市场空间增长近500亿元；考虑到还有大量的危废没有进

入国家统计口径，若未来几年这一部分的危废产生量逐渐释放，市场空间还将提升2-3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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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309,103,50

5.30 

1,044,545,96

2.23 

948,059,057.

56 
38.08% 

688,206,692.

70 

688,206,692.

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2,108,591.2

9 

220,614,796.

08 

-112,992,489

.86 
137.27% 

68,873,239.9

7 

68,873,239.9

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610,746.7

0 

98,653,733.0

7 

-234,953,552

.87 
113.45% 

60,015,510.5

5 

60,015,510.5

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6,548,899.

01 

-28,190,538.

61 

-28,190,538.

61 
761.74% 

-114,180,110

.87 

-114,180,110

.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6 -0.31 135.48% 0.21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6 -0.31 135.48% 0.21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0% 16.78% -9.84% 12.94% 11.49% 11.49% 

 2017年末 
2016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减 
2015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2,724,976,60

4.18 

3,123,878,61

5.41 

2,785,381,65

7.48 
-2.17% 

1,528,256,55

7.83 

1,528,256,55

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1,400,283,20 1,493,259,58 1,159,652,29 20.75% 742,333,041. 742,33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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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8.92 2.01 6.07 48 4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详见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告前期差错更正

的专项报告》〔希会审字(2018)1525号〕及《财务报表附注》。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5,868,772.98 126,736,135.75 239,761,250.63 846,737,34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15,377.04 -41,873,613.92 -4,372,043.53 106,669,62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004,067.88 -41,411,820.90 -4,778,059.14 96,804,694.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61,420.70 105,814,486.05 51,555,125.14 34,740,708.5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公司在编制2017年半年报时，综合考虑当时齐星集团的相关情况，经审计委员会讨论决定对齐星项目的长期应收款和应

收账款累计计提了50%的坏账准备； 

公司在进行2017年年度审计过程，与会计师及北京洛卡现管理层及原股东进行多次沟通，且因齐星集团目前已进入破产

重整阶段，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洛卡和厦门洛卡作为其债权人的齐星集团子公司长山电力、开发区电力、电力集团的资产负

债率均已达到85%—95%，且厦门洛卡2015年末对上述三家公司的应收账款在2016年末已全部逾期，目前公司无法确定与齐星

集团相关收入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鉴于上述情况，且为保持北京洛卡和厦门洛卡在对齐星集团事件影响处理方案的一致性，

公司认定全资子公司北京洛卡和厦门洛卡对2016年与齐星集团相关的收入1.10亿元全部不予确认，对北京洛卡的已发生合同

成本计提坏账准备，对厦门洛卡长期应收款、应收账款及已发生合同成本计提坏账准备；并回转于2017年6月因对齐星项目

的长期应收款和应收账款按累计计提50%坏账准备而补提的坏账准备；从而导致已公告的2017年半年报数据与上述财务指标

存在重大差异。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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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 

总数 

21,42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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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红花 境内自然人 14.89% 57,411,142 48,705,706 质押 53,954,300 

丘国强 境内自然人 9.62% 37,084,920 37,084,920 质押 35,794,800 

上海中创凌兴

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45% 36,441,144 0   

厦门坤拿商贸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16% 35,318,146 35,318,146 质押 35,309,800 

九州证券－招

商银行－九州

联增一期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93% 11,293,054 11,293,054   

厦门上越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8% 9,556,353 9,556,353 质押 9,556,000 

刘明辉 境内自然人 2.38% 9,190,804 9,190,804   

厦门三维丝环

保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2.15% 8,278,580 8,278,580   

彭娜 境内自然人 1.25% 4,815,100 4,800,000   

严琳 境内自然人 1.04% 4,003,25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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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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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工程机械业。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5号——上市公司从事工程机械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产品、经营模式和业绩的驱动力未发生较大变化，公司业务收入和利润构成也未发生改变。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销售收入130,910.35万元，同比增长38.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10.86万元，同比增

长137.2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8,654.89万元，同比增加761.74%。其中：滤料销售收入为29,736.55万元，同

比增长5.21%，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由上年的29.81%下降为22.72%，滤料业务毛利率由上年的26.59%下降为26.21%，下降的主

要原因是市场竞争激烈，平均销售价格下降；环保工程销售收入为11439.46万元，毛利率由上年的37.42%降为35.4%，占销

售收入的比重由上年的9.83%降为8.74%，散物料输储系统销售收入为73,303.78万元，毛利率由上年的33.08%上升为33.24%，

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由上年的44.41%上升为56.00%。 

 

报告期内，公司秉持内生外延式的发展战略，初步搭建了工业废气净化综合服务商的架构。公司的主营业务包含袋式除

尘器核心部件高性能高温滤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烟气脱硝核心部件业务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和环保行业烟气治理相关BOT、

BT业务；清洁能源投资运营，以及散物料输储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与高温烟气治理相关的主营业务突出，除尘、

脱硝及BOT业务的最终客户都主要属于火力发电行业，公司在火力发电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 

 

1、烟气岛治理 

 

公司成立以来专注于从事大气粉尘污染整治，是袋式除尘器所需高性能高温滤料的专业供应商，主营业务为袋式除尘器

核心部件高性能高温滤料的研发、生产、销售。2015年公司通过收购洛卡环保进入烟气脱硝领域。公司烟气岛治理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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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粉尘污染治理和烟气脱硝等领域，主要产品包括除尘设备、脱硝关键设备、SNCR脱硝一体化设备、脱硝成套设备、为烟

气脱硝系统集成商(工程公司)及业主提供技术支持、系统性能保证(设计/优化)服务等。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及社会公

众对环保的不断重视，烟气岛治理业务将在各种积极因素的推动下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2、清洁能源投资运营 

 

公司通过增资文安县众鑫生物质供热有限公司的方式进入生物质供热行业，这是公司切入洁净能源领域，拓展新板块业

务的第一个项目。未来公司将考虑采取PPP/BOT/EMC/EPC等模式进一步拓展清洁能源投资运营项目。我国已进入推进能源革

命的战略机遇期，随着各项政策出台及规划的落实到位，清洁能源的发展将会迎来更多机会，经济和社会效益将会更加明显。 

 

3、散物料输储领域 

 

外延式并购发展创造的利润成为公司业绩驱动的主要支撑力。报告期内，厦门珀挺贡献收入73,303.78万元，占总营业

收入的56%，其中海外业务实现收入69,541.57万元，占总营业收入的53.12%。厦门珀挺主要从事散物料输送系统研发、设计、

集成及相关主要高端智能设备、粉尘治理设备、环保设备、智能物流仓储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维修保养等业务。

散物料输储项目的执行需经历投标及中标、确定技术方案、规划设计、采购及订制、产品交付、售后服务等过程。厦门珀挺

拥有强大的系统研发设计和集成能力以及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是国际知名的散物料输储系统综合服务商。依托行业领先的

技术优势和强大的系统设计和集成能力，厦门珀挺为电力、港口、钢铁等行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散物料输储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业务已遍及中国大陆地区、台湾地区、美国、德国、澳大利亚、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地。 

 

(1)物料输储系统的行业发展特点 

 

散物料输储系统的研发、设计、集成服务一般是根据总承包单位或者业主的需求进行定制化、个性化的服务，针对实际

地理环境、建造条件等的不同，设计出不同的技术方案。而对于部分施工难度系数较高的大型工程项目而言，不仅需要有先

进的设备，更需要有先进、完善、充分的技术设计方案以及整个大型项目的建设管理能力，以满足不同项目、不同实际情况

的需求。一个大型建设项目不仅仅只是将各种先进的机器设备组合安装到一起，而是通过系统研发、设计与集成来实现建设

成本、运营维护成本最小化、更环保、更节能的目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输储系统研发设计与集成能力以及大型项

目建设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是决定某个项目能否高质量完成的关键。 

 

(2)散物料输储系统的行业周期性及与上下游行业关系 

 

散物料输储行业对电厂、冶金等下游终端行业存在一定依赖性，由于电厂、港口码头、建材、冶金、煤炭等主要工业领

域的投资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正相关，因此散物料输储行业与宏观经济周期呈正相关关系。厦门珀挺上游行业主要是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商、金属材料制造商。上游的建材原料、设备零部件和人力资源的价格直接影响整个散物料输储系统的

成本，从而影响利润。全球能源、大宗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都会增加厦门珀挺所处行业营运成本，对

行业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厦门珀挺的主要直接客户为电厂等项目总承包商或业主单位，最终客户主要为燃煤电厂等。下

游项目总承包商通常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实施能力和项目管理经验，但对于某些具体项目的设计与实施需要由专业的服务

商提供专业化支持。厦门珀挺所处的散物料输储行业的终端客户，诸如电厂、港口、煤炭、冶金等行业的持续发展，为行业

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散物料输储行业的市场竞争格局 

 

散物料输储行业主要有四类参与者：第一类参与者为设计院，如电力、冶金、港口、化工等行业的各类专业设计院，各

类专业设计院按照项目需求进行定制化、针对性地设计，提出技术解决方案；第二类参与者为设备制造商，该类参与者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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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合同标准进行各部件设备的生产，主要为散物料输储系统设备提供商；第三类参与者为建设施工企业，主要提供散物

料输储系统的建设施工安装服务；第四类参与者为综合性专业服务企业，该类参与者不仅需要有优秀的系统设计能力，而且

需要具备大型项目的管理经验和强大的系统集成能力，同时还须具备适当的设备研发和制造能力。在散物料输储行业中，这

四类参与者既存在竞争又存在合作的关系。目前国内散物料输储行业综合性专业服务企业较少，尤其缺乏能提供大型电力、

冶金等项目综合解决方案的企业。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内电力、港口、冶金等领域有较多的项目总承包业绩，业务体

系完整，在国内散物料输储行业综合服务市场占有率较高。厦门珀挺主要承接国外电力、冶金、港口等大型项目的散物料输

储系统综合服务，包括系统设计、集成和维修保养等。近年来在国内市场涉足较少，和国内散物料输储系统设备制造商更多

处于合作关系，和国内设计机构及综合服务商的直接竞争也较少。从厦门珀挺的业务模式和客户范围考量，目前国内外主要

企业有：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印度Macmet Engineering、德国蒂森克虏伯集团、泰富重装集团有限公司、韩国现代重工

集团等。由于各家公司开展业务的地域不完全相同，也没有权威数据统计各区域散物料输储系统业务的发展情况，因此难以

测算各家公司占有的市场份额。 

 

(4)厦门珀挺行业地位 

 

厦门珀挺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散物料输储系统的研发，经过多年的技术创新和积累，已自主掌握了高效节能带式输

送技术、气垫带式输送技术、曲线落煤管技术、数字化料场管理系统技术等一批行业领先的核心技术。此外，厦门珀挺生产

的清扫器、缓冲床等输送机械设备部件，均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厦门珀挺先后承担了菲律宾

托莱多电厂输煤系统、菲律宾塔加尼电厂输储煤系统、越南河静钢厂项目、福建漳州后石电厂输储煤系统、古雷码头输送机

项目等海内外大型建设项目以及与台塑集团、菲律宾生力集团等海内外知名大型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厦门

珀挺是台塑集团火电、钢铁、化工等工程项目散物料输储系统的主要合作方。“厦门珀挺”已成为散物料输储行业内具有较

强影响力的品牌之一。厦门珀挺的业务来源主要为境外，在国内开展的业务量较少，而境外市场尚没有权威数据统计各家公

司的市场占有率。因散物料输储系统应用领域较广，电力、港口、冶金、矿山、化工、建筑等行业及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均

有不同程度的需求，从目前厦门珀挺的收入规模及开展业务涉及的地区来看，厦门珀挺在国际市场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4、危废固废领域 

 

公司于2017年12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北京三维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的提

案》，决定投资成立北京三维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后经工商登记名称为北京三维丝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战略投资

平台。根据公司投资发展规划，北京三维丝专注于环保行业中危废领域内标的项目投资，布局危废领域投资并购，培育新的

业绩增长点，增强公司未来市场竞争综合实力。 

 

危废处理关乎国民健康与生态安全，我国对危废领域的重视度正在不断提升，随着环保政策趋严，危废处理的要求正在

提高。由于我国危废处理产业起步晚，目前行业还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在2018年政策收紧的情势下，危废行业将持续高速

发展。近年来，我国危险废物产生量总体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根据环保部数据，2016年，我国危险废物产生量多达5347

万吨，而危废的产生量和处理量之间存在巨大缺口。中国的危险废物处理量低于产生量。尽管处理量有所提升，2016年处理

率为85.8%，仍然维持于低水平，显示处理能力整体供应短缺。根据资料，鉴于大量危险废物遭非法处置，实际的合法处理

率可能更低。 

 

从危险废弃物处置量情况来看，2006-2016年，我国危废整体处置量出现不断上升趋势。2011年由于危废产品扩容，使

得处置量急剧攀升。2016年，我国危废处置量1230万吨，创历史新高。目前，我国每年约有300万吨危险废物临时储存在各

生产单位，累计储存量己达3000万吨以上。每年有数千吨危险废物被排放到环境中，污染隐患极大。 

 

根据2013年两高司法解释，非法排放、倾倒、处理3吨以上危废将入刑，这使得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由承担民事责任上

升到承担刑事责任，促进危废处理行业需求的释放，也是我国危废处理行业启动的关键点；2016年国务院下发《“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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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对以含铬、铅、汞、镉、砷等重金属废物和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抗生素菌渣、高毒持久性废物等

为重点开展专项整治且明确了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二次污染的控制要求及综合利用过程环境保护的要求，促进危废处理行业的

规范化发展，体现了国家对于环境整治的决心；2017年环保督查如火如荼，地方政府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环保排

放不达标的企业停产整改甚至关停成为常态；2018年新的《环境保护税法》即将实施，环保税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环保监管

的日常化和规范化。 

 

以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数据为基础，假设未来几年危废产生量保持过去十年复合增长率12%的增速，假设单位处置成本为

2500元/吨，则预计2020年危废处置市场为613亿元，2018-2023处置市场空间增长近500亿元；考虑到还有大量的危废没有进

入国家统计口径，若未来几年这一部分的危废产生量逐渐释放，市场空间还将提升2-3倍。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是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滤料系列 297,365,525.68 77,942,679.40 26.21% 5.21% 3.73% -0.38% 

散物料输储系统 467,812,142.15 175,277,248.91 37.47% 0.85% 14.22% 4.38% 

管道制程 220,629,376.30 47,799,188.49 21.66% 0.00% 0.00% 0.00% 

环保工程 114,394,588.45 40,498,317.55 35.40% 11.38% 5.38% -2.01% 

其他 176,276,506.32 16,097,716.56 9.13% 193.85% -37.92% -34.0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是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6年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基础，因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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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对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前述审计意见，公司董事会予以尊重、理解

和接受，并根据规则每五个交易日例行发布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2017年度，公司取得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前述2016

年度审计意见所述情形已经消除。 

 

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暨股票存在被实施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认定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

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公司将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3.1.1条规定的重大信息

披露违法情形。公司将在知悉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移送公安机关决定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停牌，并在收

到前述决定文件后对外公告。公司股票于公告次一交易日继续停牌一天后复牌。自公司股票复牌后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

后，公司股票将再次停牌，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本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调查结论。调查期间，公司正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

照相关要求，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说明立案调查的进展情况和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前期差错更正的

专项报告》〔希会审字(2018)1525号〕及《财务报表附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前期差错更正的

专项报告》〔希会审字(2018)1525号〕及《财务报表附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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