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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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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尹峻、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章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仁珍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716,689,549.75 4,783,876,778.22 -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37,039,443.18 3,423,085,303.72 0.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537,111.19 -12,841,536.23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13,266,363.44 283,665,766.45 -2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09,626.16 26,366,048.95 3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066,559.24 -37,063,324.1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0.77 增加 0.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4 0.0159 40.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4 0.0159 40.8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2,699.55 -61,728.62 主要为处置固定资产损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3 / 10 

 

失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560.00 主要为公司税控服务费

减免税款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568,590.97 17,529,975.61 主要为孙公司碧晨天

津，子公司秦皇岛污水

分期确认的政府建设补

贴款以及公司政府扶持

金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795,502.72 2,332,5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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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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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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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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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34,664,888.24 冲回预计担保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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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3,275.11 19,546,737.99 公司及子公司购入银行

理财产品产生的投资收

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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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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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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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230,828.64 4,077,934.29 主要为子公司中科国益

法院判决补偿以及子公

司青海污水核销应付款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1,320.64 -223,375.95  

所得税影响额 -3,734,283.30 -10,591,313.56  

合计 12,359,893.95 67,276,185.4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21,07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国中（天津）水务有

限公司 
227,312,500 13.74 0 质押 227,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

区厚康实业有限公

司 

158,648,700 9.59 0 质押 158,648,7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40,154,025 2.43 40,154,025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

区永冠贸易有限公

司 

39,662,200 2.40 0 质押 39,662,2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21,628,100 1.31 0 无 0 未知 

陈开同 17,074,927 1.03 0 无 0 未知 

倪滨江 8,065,000 0.49 0 无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7,896,628 0.48 0 无 0 未知 

陈言上 7,572,950 0.46 0 无 0 未知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方圆－东方 11

号私募投资基金 

7,409,700 0.45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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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 227,312,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7,312,50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司 158,64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648,70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冠贸易有限公司 39,662,200 人民币普通股 39,662,2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628,1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28,100 

陈开同 17,074,927 人民币普通股 17,074,927 

倪滨江 8,0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65,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896,628 人民币普通股 7,896,628 

陈言上 7,572,950 人民币普通股 7,572,95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

圆－东方 11号私募投资基金 

7,409,700 
人民币普通股 

7,409,700 

陈慧 4,832,800 人民币普通股 4,832,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

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冠贸易有限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姜照柏先生通过控制

国中天津董事会三分之二的表决权而实际支配国中天津拥

有的对公司的表决权，通过间接控制厚康实业、永冠贸易的

股权而拥有厚康实业、永冠贸易对公司的表决权。除上述情

形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合并资产负债表科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率 

货币资金 317,950,008.38 781,235,540.04 -463,285,531.66 -59.30% 

应收票据 1,500,000.00 50,000.00 1,450,000.00 2900.00% 

其他应收款 626,939,514.22 456,657,263.20 170,282,251.02 37.29% 

其他流动资产 334,884,414.35 232,252,281.29 102,632,133.06 44.19% 

短期借款 10,000,000.00 0.00 10,000,000.00 100.00% 

应付账款 132,972,186.08 190,594,711.14 -57,622,525.06 -30.23% 

应付职工薪酬 2,305,321.39 5,388,073.40 -3,082,752.01 -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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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 18,359,744.84 56,463,079.15 -38,103,334.31 -67.48% 

应付股利 5,172,784.00 691,600.00 4,481,184.00 647.9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8,500,000.00 17,000,000.00 -8,500,000.00 -50.00% 

预计负债  0.00 34,664,888.24 -34,664,888.24 -1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875,347.06 7,428,021.04 3,447,326.02 46.41% 

 

（1）货币资金变动原因：主要是本期公司对外股权投资以及子公司对外支付投标保证金。 

（2）应收票据变动原因：主要是本期子公司中科国益应收票据增加。 

（3）其他应收款变动原因：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对外支付投标保证金。 

（4）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主要是本期期末公司购买银行理财增加所致。 

（5）短期借款变动原因：主要是本期子公司马鞍山污水新增银行短期借款所致。 

（6）应付账款变动原因：主要是本期孙公司碧晨天津支付工程款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变动原因：主要是 2020年 9月职工薪酬在节前发放导致。 

（8）应交税费变动原因：主要是本期缴纳 2019年企业所得税导致。 

（9）应付股利变动原因：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太原污水决议分配股利导致。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变动原因：主要为本公司偿还借款所致。 

（11）预计负债变动原因：本期冲回 2018年计提的宇华借款担保形成的预计负债。 

（12）递延所得税负债变动原因：主要是本期公司资管项目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导致。 

 

3.1.2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额 变动率 

（1）税金及附加 5,518,941.67 14,126,161.46 -8,607,219.79 -60.93% 

（2）财务费用 2,418,272.94 10,550,637.44 -8,132,364.50 -77.08% 

（3）信用减值损失 34,107,830.66 18,621,981.69 15,485,848.97 83.16% 

（4）资产处置收益 -194,115.63 14,821,528.08 -15,015,643.71 -101.31% 

（5）其他收益 16,919,993.22 8,834,129.75 8,085,863.47 91.53% 

（6）营业外收入 49,451,194.36 16,450,441.37 33,000,752.99 200.61% 

（7）营业外支出 319,230.62 1,409,960.76 -1,090,730.14 -77.36% 

（8）所得税费用 13,284,015.32 9,104,259.82 4,179,755.50 45.91% 

（9）其他综合收益 -22,255,486.70 162,102.07 -22,417,588.77 -13829.30% 

 

（1）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1.上期出售4家子公司，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青海污水2019年6月停产；2.

本期子公司秦皇岛污水环保税减少所致。 

（2）财务费用变动原因：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贷款本金减少导致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3）信用减值损失变动原因：主要是公司计提北京爱建同益经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南江县财政国库支付

中心和惠州市雄越保环科技有限公司坏账增加所致。 

（4）资产处置收益变动原因：主要是去年同期子公司青海污水与西宁水务局签署特许经营权终止协议，按

补偿金与特许经营权及固定资产原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资产处置利得。 

（5）其他收益变动原因：主要是本期孙公司碧晨天津收到运营补贴资金所致。 

（6）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主要是公司同黑龙江省宇华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和解，预计负债冲回所

致。 

（7）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主要是去年同期涿州中科国益水务有限公司发生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税收滞纳

金，环保罚款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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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主要是本年利润增加对应所得税增加所致。 

（9）其他综合收益变动原因：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赛领基金减资确认的损失、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

变动以及外币报表折算差异所致。 

 

3.1.3合并现金流量表科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额 变动率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537,111.19 -12,841,536.23 -197,695,574.96 不适用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5,995,453.82 -399,834,437.16 113,838,983.34 不适用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264,290.60 -194,235,978.24 227,500,268.84 不适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主要是由于本期子公司支付投标保证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主要是由于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1.本期公司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减少；2.去年同期出售子公

司不在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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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限售股上市流通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冠贸易有限公

司2家公司参与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合计198,310,900股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1.99%）于2020年3月2日上市流通。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非公开发

行时做出的承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

股上市流通的公告》（临2020-006）。 

 

2、参股公司利润分配及减资 

公司参股公司赛领国际投资基金（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领基金”）于2020年3月4日召开2020

年第三次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赛领国际投资基金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根据该次股东会决

议，公司于2020年3月16日收到2,219.75万元分红款，此次投资收益将计入公司2020年度损益。公司将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以年度审计机构确认的结果为准。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0年3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参股公司利润分配的公告》（临2020-010）。 

2020年1月31日，经赛领基金2020年第二次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决定，同意将赛领基金的注册资金由人

民币80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71,000万元，各股东同比例减资，减资后，公司所持赛领基金的股权比例

依然保持4.4395%不变。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收到赛领基金退回的减资款10,210.85万元人民币。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临2020-016）。 

 

3、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 

2020年 3月 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的议案》，

公司拟与关联公司上海鹏都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都健康”）共同出资设立上海鹏都颐养

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致力构建以健康管理为核心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合资

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鹏都健康以现金方式出资 80,000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80%；

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20,000万元，持股比例为 20%。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布局康养产业、实现业务拓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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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尝试，旨在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合资公司设立完成后，将不会导

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3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对

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20-011）。截止目前，双方均已全部缴纳注册资本金，由北京永恩力合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永恩验字【2020】第 196428号）。 

 

4、涉及诉讼的进展 

① 公司于2019年7月24日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以下简称“上海

国仲”）提交仲裁申请书，申请裁决上海涤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返还诚意金5,000万元及其资金占用费，支

付违约金1,000万元及仲裁等费用；张亚明及江苏涤诺日化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上

海国仲于2019年7月29日受理本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涉及

仲裁公告》（临2019-070）。 

2020年3月30日，上海国仲就上述争议仲裁案下发《裁决书》（[2020]沪贸仲裁字第0248号），裁决上

海涤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公司返还诚意金5,000万元及其资金占用费、仲裁等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4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临2020-014），目前公司尚未

收到上述款项，后续公司将根据仲裁结果的执行情况来确定对公司的后续利润影响。 

② 2017年4月15日，黑龙江省宇华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华担保”）向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要求公司及黑龙集团公司偿还欠款本金21,702,869.5元及利息

（自2008年1月1日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7年7月12日，公

司收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应诉通知书》（案号为[2017]黑01民初195号）。2018年11

月16日，公司收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判决公司给付宇华担保欠款本金

21,702,869.50元及其利息（自2008年1月1日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并负担案件受理费214,054.17元。2018年11月26日，公司因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民事上诉状，公司为上诉人（原审被告），宇华担保（原审原告）、黑龙集团公司(原审被告)均

为被上诉人。2019年5月27日、2019年6月28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开庭审理。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7月14日、2018年11月21日、2018年11月30日、2019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0年4月21日，公司收到宇华担保出具的《说明函》，双方达成和解，宇华担保不再要求公司支付上

述款项。此前，公司已根据本案一审判决在2018年度财务报告中计提预计负债34,664,888.24元，包含涉案

本金21,702,869.50元、暂计逾期利息12,747,964.57元以及案件受理费214,054.17元。根据和解结果，公

司将冲回预计负债34,664,888.24元,同时增加2020年利润34,664,888.24元（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

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披露的《民事诉讼进展公告》（临2020-030）。 

③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营国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先后与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政

府、东营河口蓝色经济产业园服务中心（曾用名：河口蓝色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被申请人”）

签订《山东河口蓝色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申请人按协议的规定向

被申请人提供污水处理收集服务并收取污水处理服务费。因被申请人欠缴申请人大量污水处理费，申请人

于2019年4月12日向东营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请求申请书》，申请裁决被申请人支付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欠缴的污水处理费人民币116,592,901.94元及利息15,776,606.68元（暂计到2018年12月31日）、律师费

500,000元及仲裁等费用。2019年11月28日，东营仲裁委员会出具《东营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19]东仲

字第194号），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污水处理费46,668,725.72元，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为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向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起诉状，2020年6

月公司收到《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鲁05民特12号），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

民法院驳回东营国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2014年-2018年间，公司已将被申请人欠缴的污水处理费

116,592,901.94元计入应收账款。因案件审理阶段被申请人已支付污水处理费5,585,092.10元，根据裁决

结果，申请人仍有64,339,084.12元无法收回，2019年公司已对上述无法收回的应收款予以核销，对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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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利润没有影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2019年6月1日、2019年12月7日、2020年4月18日、

2020年4月23日、2020年6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5、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等一系列相关议案。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胡亚春、韩玉彬、张随良、余学军、王蓬伟、庄祖兰、

傅良蓉、朱学前、杜小东、成都久协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都瑞中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

11名成都仁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新科技”）股东（以下合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

35,298,480股仁新科技股份；同时，公司拟以货币出资方式，认购仁新科技新增发行的27,660,000股股份。

暨公司拟通过受让老股和认购新股的方式收购仁新科技62,958,480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本

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取得仁新科技52.53%的股权。上述议案已经2019年4月30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年7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议案》，正式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与交易对方签署《关于成都仁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

份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关于成都仁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终止协议》、《成

都仁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本次交易终止后，公司和其他协议各方原

签订的交易协议解除，无需承担违约责任。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双方未正式执行，公司尚未参与标

的公司的生产经营，本次交易的终止对公司没有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造

成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临2020-045）。上述议案已经2020年8月12日召开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资管计划延期 

公司于2018年7月17日与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银资管”）、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签订《民生加银资管添益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

简称“资产管理合同”或“原协议”）。由公司作为委托人与加银资管作为资产管理人及民生银行作为托

管人成立民生加银资管添益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资管计划”）。2019年6月20日，上述三方签订《民

生加银资管添益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原补充协议”），对原协议中资产

管理计划管理费、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合计、计划存续期及合同存续期等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7日、2019年6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0年7月15日，三方再次对原补充协议中关于计划存续期及合同存续期等相关条款进行修改，计划存

续期变更为36个月，合同存续期变更为自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日起至资管计划财产分配、清算完毕并完成相

关账户注销止。除上述修改内容外，原协议及原补充协议其他条款保持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

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签订资管合同补充协议二的公告》（临2020-041）。 

 

7、募集资金变更 

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220号），获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98,310,900股，发

行价格为4.80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51,892,320.00元，扣除发行费用29,550,310.90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22,342,009.10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17年2月24日存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内。 

公司于2020年7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牙克石给排水工程续建项目”（以下简

称“原项目”）剩余的部分募集资金变更投向。原项目募集资金总额10,436万元，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10 / 10 

 

已向原项目实施主体牙克石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3,700万元用于项目实施，截至2020年6月

30日，该部分资本金已用于项目建设的金额为999.19万元。本次涉及变更投向的总金额为6,736万元，占原

项目计划投资总额的64.55%。公司拟使用上述6,736万元募集资金投资于“南江污水处理工程新建项目”以

补充其资金缺口。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为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间的变更，

不构成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公告》（临2020-046）。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计划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做出的，且为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之间的资金变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

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已于2020年8月12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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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尹峻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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