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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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745,726,716.64 1,141,061,936.88 2,585,557,972.31 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6,548,760.94 90,653,651.20 143,397,426.08 6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8,166,381.41 38,346,443.57 91,090,218.45 106.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41,174,093.07 -489,416,397.12 -722,810,566.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50 0.0450 0.0450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50 0.0450 0.0450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 2.06% 1.18% 0.4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4,837,240,272.21 
24,461,293,934.1

3 

24,461,293,934.1

3 
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716,748,708.87 
14,471,811,680.3

2 

14,471,811,680.3

2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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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7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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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03,992.3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21,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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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40,977,5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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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8,528.6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349,942.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9,493.14  

合计 48,382,379.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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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0,200.00 与企业主营业务相关 

污泥处置补贴款 655,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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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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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盈峰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18% 101,799,738 101,799,738 质押 101,799,738 

中联重科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62% 399,214,659 399,214,659 质押 399,214,659 

盈峰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7% 359,609,756 0 质押 0 

弘创（深圳）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81% 310,423,813 310,423,813 质押 310,423,813 

Zara Green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3.46% 109,556,670 0   

广州粤民投盈联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2% 79,842,931 79,842,931 质押 79,84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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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海联股权投资

江阴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8% 72,056,601 0 质押 0 

上海君和立成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上海

绿联君和产业并

购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2.18% 68,830,113 68,830,113 质押 68,830,113 

何剑锋 境内自然人 2.01% 63,514,690 11,723,329 质押 11,723,329 

宁波盈太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国有法人 1.29% 40,913,514 40,913,514 质押 40,91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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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609,756 人民币普通股 359,609,756 

Zara Green Hong Kong Limited 109,556,670 人民币普通股 109,556,670 

太海联股权投资江阴有限公司 72,056,601 人民币普通股 72,056,601 

何剑锋 51,791,361 人民币普通股 51,791,361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6,825,951 人民币普通股 36,825,951 

宁波太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1,0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18,000 

江阴福奥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4,018,864 人民币普通股 24,018,864 

深圳市权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2,210,505 人民币普通股 12,210,505 

沈洁 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 

中投天琪期货－浙商金汇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浙金·浦发－津杉－

国泰定增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033,997 人民币普通股 7,033,9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何剑锋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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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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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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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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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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元） 期初数（元）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667,380,993.58  2,389,358,581.74  -30.22% 主要系本期支付款项增加影响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1,818,033.69  43,040,402.62  -49.31% 主要系子公司绿色东方结构性存款到

期赎回影响所致。  

存货  1,759,832,003.95  1,306,438,894.61  34.70% 主要系一季度为以后销售备货导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5,372,542.37  180,295,857.45  -41.56% 主要系待抵扣及留抵进项税额本期减

少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0,713,838.00  6,429,752.21  66.63% 主要系子公司上风高科租赁厂房装修

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7,456,549.16  196,636,021.29  -55.52%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度已计提的职工

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109,162,855.33  355,633,049.59  -69.30%  主要系本期缴纳企业所得税影响所

致。  

其他流动负债  6,571,376.75  1,079,150.00  508.94% 主要系本期套期保值套期工具期末浮

动亏损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152,313,144.25  81,654,357.36  86.53% 主要系本期孙公司宇星科技之PPP项

目公司本期收到政府专项资金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期末数（元） 同期数（元）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管理费用  86,914,750.94  119,724,233.32  -27.40%   

资产减值损失  62,006,759.02  35,307,315.46  75.62%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对应坏账计提增

加所致。 

其他收益  25,729,202.58  8,038,465.30  220.08%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款较同期增

加所致。  

投资收益 3,623,550.67  72,185,469.97  -94.98% 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取得的投资收益金额较大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0,977,581.07  1,240,770.29  3202.59% 主要系本期所持华夏幸福公允值变动

影响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期末数（元） 同期数（元）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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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41,174,093.07  -722,810,566.25  -16.38% 主要系本期支付货款增加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0,003,622.92  -762,879,988.26  88.20% 主要系子公司中联环境同期购买理财

产品期末未赎回影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7,913,512.70  1,327,851,723.83  -80.58% 主要系本期收到筹资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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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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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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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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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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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9,5

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190,875

,000.00 

41,775,

000.00 
    

232,65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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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4

52.62 

372,431

.07 
    

1,452,8

83.69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买入 

合计 4,681,7 -- 191,954 42,147, 0.00 0.00 0.00 0.00 234,1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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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2 ,452.62 431.07 ,8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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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2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2019 年 03 月 1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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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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