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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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郑武生、财务总监刘红萍及财务部主任廖剑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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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2,731,502.74 9,162,082,178.88 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13,892,608.73 5,096,921,877.18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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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52,372.92 -183,020,46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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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9,384,139.35 2,930,146,330.13 -1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253,879.02 103,473,712.08 -4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538,743.26 98,442,606.97 -46.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 2.08 减少 0.9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3 -46.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3 -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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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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8,592.05 -2,041,5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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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6,746.12 13,020,351.2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250,261.34 -2,707,109.4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63,033.68 -2,233,404.98  

所得税影响额 -719,200.14 -1,323,165.68  

合计 2,835,658.91 4,715,1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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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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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41,533,307 43.74 0 无  国家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6,982,819 8.58 0 
无 

 国有

法人 

阿拉丁环保有限公司 11,800,050 1.51 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701,954 1.24 0 未知  未知 

谢慧明 6,090,699 0.78 0 未知  未知 

杜建新 4,299,789 0.55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795,800 0.36 0 未知  未知 

李森 2,630,060 0.34 0 未知  未知 

赵志红 2,310,200 0.30 0 未知  未知 

刘国平 2,293,057 0.29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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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41,533,307 人民币普通股 341,53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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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6,982,819 人民币普通股 66,982,819 

阿拉丁环保有限公司 11,800,050 人民币普通股 11,800,05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701,954 人民币普通股 9,701,954 

谢慧明 6,090,699 人民币普通股 6,090,699 

杜建新 4,299,789 人民币普通股 4,299,78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79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95,800 

李森 2,630,060 人民币普通股 2,630,060 

赵志红 2,310,2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0,200 

刘国平 2,293,057 人民币普通股 2,29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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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期末数/本期发生数 上年年末数/上年同期发生数 变动比例（%） 

其他流动资产 163,191,843.46 109,234,018.64        49.40  

应付票据 104,189,437.31 191,010,570.93       -45.4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1,298,300.00 62,300,000.00       142.85  

长期借款 357,175,968.70 201,776,468.11        77.02  

长期应付款 711,733.43 90,522,529.19       -99.21  

投资收益 8,417,034.03 2,340,878.90       259.5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1,650,378.91 330,983,424.28       127.10  

1. 其他流动资产增加的原因是本年度新收购茶园项目脱硫脱硝特许经营资产，导致留抵进项

税增加。 

2. 应付票据减少的原因是公司所属环保工程公司、催化剂公司、水务公司、装备公司开立的

票据到期承兑导致减少。 

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年度发行的 ABS将于 1年内到期兑付部

分。 

4. 长期借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借入款项置换长期带息负债。 

5. 长期应付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提前归还融资租赁本金所致。 

6. 投资收益增加的原因是参股的按权益法核算的企业盈利上升所致。 

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收购茶园项目脱硫

脱硝特许经营资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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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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该事项详见2019年2月2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远达工程1亿元复工复产专项贷款提供融资担保，远达工程以

其所持有的不低于贷款额度的应收账款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 

2.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特许经营公司及

其所属江西远达拟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并由公司提供差额补足的议案》（该事项详见2019年12月26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全资子公司特许经

营公司及其所属江西远达拟发行脱硫脱硝服务费收益权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不超过5.5亿元。

报告期内，资产支持证券完成发行。 

3.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远达工程收到《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通知书》，西固

公司申请破产重整，远达工程作为债权人，应在2020年4月20日前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截至目

前，已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公司计

提减值准备的议案》（该事项详见2020年4月1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公司对上述事项涉及应收款项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4.报告期内，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同意接受公司超短期融

资券的注册，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10亿元人民币。（该事项详见2020年3月28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5.报告期内，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该事项详见2020年4月15日、8月29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已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财务报

表列报的要求进行了财务核算。 

6.报告期内，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特许经

营资产报废的议案》（该事项详见2020年4月1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烟气治理特许经营有限公司对部分特许经营项目实施

了技术升级改造，技改拆除的部分资产经鉴定已不具备使用条件，按照会计准则要求，公司进行

报废处理。 

7.报告期内，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审

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该事项详见2020年4月15日、5月14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以实施分配股权登记日股本总数780,816,890

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分配红利0.50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39,040,844.5元，占

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的35.15%。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该事项

详见2020年7月4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8.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水务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渤天化项目工程建设纠

纷诉讼案的二审判决，维持原判，驳回鼎昇环保上诉请求。（该事项详见2020年8月30日公司2020

年半年度报告）。 

9.报告期内，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为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的议案》（该事项详见2020年4月15日、5月14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拟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截止目前，公司已完成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投保工作。 

10.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彭双

群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凌娟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邓立春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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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详见2020年7月29日、8月2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 

11.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装备

制造有限公司拟出售地处江苏省盐城市城北地块的中驰驾校土地房产等资产。（该事项详见2020

年8月2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报告期内，该出

售事项正履行国有资产处置评估备案程序。 

12.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远达工程公司与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扎哈淖尔分

公司、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扎鲁特旗扎哈淖尔

煤业有限公司、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脱硫、脱硝、除尘、生态修复等环保

工程合同。公司全资子公司水务公司与安徽淮南平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淮南平圩第二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水务工程合同；公司全资子公司催化剂公司与贵州黔东电力有限公司、上海上电漕

泾发电有限公司、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吴泾热电厂、江苏

常熟发电有限公司、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开发分公司签订催化剂采购合同。（该事项详见

2020年8月12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13.公司于2019年3月18日向中国建设银行杨家坪支行借款16,000万元，截止2019年末，该笔

借款余额为11,000万元（详见2019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已全额归还。 

14.公司于2019年8月向国家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借款25,000万元，报告期内已全额归还。 

15.报告期内，公司向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借款16,900万元，借款期限5年，借款利率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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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武生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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