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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6 证券简称：兴源环境 公告编号：2019-075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18 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19-056）、《2018 年年

度审计报告》，经公司事后检查，现对有关信息补充更正如下： 

一、《2018 年年度报告》补充更正： 

1、更正“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的“一、审计报告” 

更正前： 

中汇会审[20××]××号 

更正后： 

中汇会审[2019]2516 号 

2、更正“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的“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的“13、

长期应收款”的“（1）长期应收款情况”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折现率

区间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分期收款

销售商品 
3,080,396.77  3,080,396.77 3,857,768.94  3,857,768.94  

分期收款

提供劳务 
732,114,118.12 7,930,219.88 724,183,898.24 243,590,464.92  243,590,464.92  

合计 735,194,514.89 7,930,219.88 727,264,295.01 247,448,233.86  247,448,233.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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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折现率区

间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分 期 收 款

销售商品 
3,080,396.77  3,080,396.77 3,857,768.94  3,857,768.94  

BT 项目应

收款 
732,114,118.12 7,930,219.88 724,183,898.24 243,590,464.92  243,590,464.92  

合计 735,194,514.89 7,930,219.88 727,264,295.01 247,448,233.86  247,448,233.86 -- 

3、补充“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的“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的“（1）

企业集团的构成” 

原披露的企业集团的构成缺少子公司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及其基本情况（以下简称“丹江口旅游”），补充后的企业集团的构成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浙江疏浚 浙江湖州 浙江湖州 水利疏浚 96.13%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水美环保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环保器材销售环保工

程施工 
100.00%  

同一控制下合

并 

杞县水美 河南杞县 河南杞县 水污染治理  100.00% 设立 

青田水美 浙江青田 浙江青田 水污染治理  100.00% 设立 

浙江陕美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建筑业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兴源节能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废气、废液的综合处理 48.05%  设立 

兴源湖州 浙江湖州 浙江湖州 
污水处理系统投资建

设 
100.00%  设立 

兴源生态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生态环境工程管理 95.00%  设立 

临海兴源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水环境处理 100.00%  设立 

兴源设备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压滤机设备制造与销

售 
100.00%  设立 

遵义杭兴源 贵州遵义 贵州遵义 环保工程  100.00% 设立 

遵义杭播 贵州遵义 贵州遵义 环保工程 5.00% 93.50% 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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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中艺生态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园林绿化工程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利阳农业 浙江湖州 浙江湖州 园林业  100.00%  设立 

湖州中卉 浙江湖州 浙江湖州 园林工程  100.00%  设立 

台州中卉 浙江台州 浙江台州 园林设计  90.00%  设立 

鼓山建设 浙江新昌 浙江新昌 
环境工程、园林绿化工

程 
 90.00% 设立 

东沙建设 浙江温州 浙江温州 
环境工程、园林绿化工

程 
 100.00% 设立 

中瑞旅游 山东济宁 山东济宁 旅游景区管理服务  100.00% 设立 

佳士得 新疆阜康 新疆阜康 
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

集、运输 
 100.00% 设立 

山水融城 安徽宁国 安徽宁国 
环境工程、园林绿化工

程 
 90.00% 设立 

中艺旅游 江苏盐城 江苏盐城 
旅游项目开发、旅游景

区管理 
 100.00% 设立 

鸿海环保 河北石家庄 河北石家庄 环保设备制造与销售 51.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三乘三备 上海 上海 环保工程 56.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鑫三源 海南琼中 海南琼中 环保工程  56.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大悟兴源 湖北大悟 湖北大悟 环保工程 90.00%  设立 

漳州兴源 福建漳州 福建漳州 环保工程 100.00%  设立 

柘林湖生态 江西九江 江西九江 环保工程 95.00%  设立 

西溪生态 福建诏安 福建诏安 环保工程 60.00%  设立 

玉林兴源 广西玉林 广西玉林 环保工程 70.00%  设立 

源态环保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污水净化技术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上海创韬 上海 上海 自动化控制系统  100.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安徽源态 安徽宣城 安徽宣城 污水净化技术  100.00% 设立 

宁夏原生态 宁夏灵武 宁夏灵武 污水净化技术  100.00% 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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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河南源态 河南郑州 河南郑州 环保工程  51.00% 设立 

源邦环保 山东潍坊 山东潍坊 污水净化技术  100.00% 设立 

管迈环境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环保技术 51.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青岛易兴源 山东青岛 山东青岛 环保工程 60.00%  设立 

丹江口旅游 湖北丹江口 湖北丹江口 环保工程 95.00%  设立 

敖汉兴源 内蒙古赤峰 内蒙古赤峰 环保工程 90.00%  设立 

交口城建 山西吕梁 山西吕梁 环保工程 95.00%  设立 

交口生态 山西吕梁 山西吕梁 环保工程 95.05%  设立 

长兴蓝阳 浙江湖州 浙江湖州 环保工程 75.00%  设立 

梧州兴源 广西梧州 广西梧州 环保工程 90.00%  设立 

温宿兴源 新疆温宿 新疆温宿 环保工程 100.00%  设立 

源林水务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环保工程 51.00%  设立 

福建兴源 福建厦门 福建厦门 环保工程 70.00%  设立 

南平兴源 福建南平 福建南平 环保工程 97.00% 1.00% 设立 

漳平水利 福建漳平 福建漳平 环保工程 84.00% 1.00% 设立 

兴东水务 湖北巴东 湖北巴东 环保工程 89.00% 1.00% 设立 

嘉兴水利 浙江嘉兴 浙江嘉兴 环保工程 82.36% 4.33% 设立 

贵州源黔 贵州黔西 贵州黔西 环保工程 55.00% 35.00% 设立 

温宿稻香城 新疆温宿 新疆温宿 环保工程 79.50% 0.50% 设立 

兴湖旅游 浙江湖州 浙江湖州 旅游开发 100.00%  设立 

三师环境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环保工程 55.00%  
同一控制下合

并 

北部湾环境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环保工程 51.00%  
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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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正“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的“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的“（2）

重要的非全资子公司” 

更正前： 

单位：元 

子公司名称 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本期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损益 

本期向少数股东宣告分

派的股利 

期末少数股东权益余

额 

浙江疏浚 3.87% 206.44  2,173.84 

更正后： 

单位：元 

子公司名称 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本期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损益 

本期向少数股东宣告分

派的股利 

期末少数股东权益余

额 

浙江疏浚 3.87% 40.57 386.72 1,827.69 

 

补充更正后的《2018 年年度报告》（更新后）见巨潮资讯网。 

二、《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补充： 

原《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未披露公司合并利润表，补充后的《2018 年年

度审计报告》（更新后）见巨潮资讯网。 

 

除上述补充更正外，《2018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年度审计报告》其余

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今后将加强公告编制过程中

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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