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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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谭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健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李晓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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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667,629.12 758,211,639.86 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8,028,970.63 121,442,550.08 -1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1,104,090.60 114,604,161.90 -11.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8,168,801.69 53,424,340.17 495.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4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4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4% 3.20%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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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5,194,832.08 9,744,457,681.11 -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47,913,703.11 4,041,932,130.79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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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5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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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27,519.1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1,674.7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76,686.9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51,096.79  

合计 6,924,88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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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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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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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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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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22.59% 200,095,912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74% 166,068,501  质押 59,639,613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65% 50,087,66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15% 27,928,605    

张维仰 境内自然人 3.00% 26,613,003    

江苏汇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3% 25,995,038    

李永鹏 境内自然人 2.55% 22,556,169 22,556,169 质押 13,8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5% 18,145,81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灵活配

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4% 18,042,410    

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4% 16,26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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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 NOMINEES LIMITED 200,095,912 境外上市外资股 200,095,912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66,068,501 人民币普通股 166,068,501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87,669 人民币普通股 50,087,66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7,928,605 人民币普通股 27,928,605 

张维仰 26,613,003 人民币普通股 26,613,003 

江苏汇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995,038 人民币普通股 25,995,03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8,145,811 人民币普通股 18,145,81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

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8,042,410 人民币普通股 18,042,410 

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6,260,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6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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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组合 9,000,073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7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2、李永鹏先生是公司股东张维仰先生的外甥； 

3、江苏汇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 5%以上股东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 

公司； 

4、HKSCC NOMINEES LIMITED 所持股份为其代理的在 HKSCC NOMINEES LIMITED 交易

平台上交易的本公司 H 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和。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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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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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率 
变化原因说明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232,483,911.18  440,977,675.35  179.49% 

主要是报告期内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增加所

致。 

长期借款 571,195,829.82 435,798,387.82 31.07% 主要是报告期内长期资金需求量增加所致。 

应付债券 - 902,807,955.52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内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重分类

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销售费用 29,647,350.24 18,711,704.89 58.44%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增加，销售费

用相应增加，另外报告期内危废市场竞争更加

激烈，公司加大了市场开拓力度，加强了公司

业务品牌宣传及管理。 

财务费用 33,503,942.29 24,086,102.88 39.10% 
主要是上年度公司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在建工

程转固后致使报告期内利息费用化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8,168,801.69 53,424,340.17 495.55% 

主要是报告期内小贷公司客户贷款净增加额减

少以及公司聚焦现金流较好的危废业务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2,378,824.87 10,684,165.90 -1432.62%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偿还贷款及债券本金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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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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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

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13,431,700.00     11,503,220.00 24,934,920.00 自有资金 

合计 13,431,700.00 0.00 0.00 0.00 0.00 11,503,220.00 24,934,920.00 --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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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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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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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谭侃 

2019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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