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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3、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不适用  

4、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股票简称 中成股份 股票代码 00015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耀伟  

办公地址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9 号  

传真 010-64218032  

电话 010-86623518  

电子信箱 complant@complant-ltd.com  

三、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继续发挥传统市场优势开展原有业务的同时，在控股股东中成集团的支持下完成了对新加坡亚德有

限公司的重组，注入了盈利能力较强、市场空间广阔的环境科技、复合材料及相关工程行业资产，有效提高了公司的盈利能

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1、成套设备出口和工程承包：2021年，世界经济复苏继续分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受疫情冲击更加严重。据商

务部数据显示我国2021年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9,996.2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7.1%（折合1,549.4亿美元，同比下降

0.6%），新签合同额16,676.8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5.4%（折合2,584.9亿美元，同比增长1.2%），复杂的国际环境给公司

业务带来了多重挑战，公司工程承包业务占比较重的主要国别中，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巴巴多斯、老挝、马来西亚、越

南等国均由于疫情原因于2021年实施了较为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工程物资及人员流动受到很大限制，项目进度放缓，公司

预计随着上述主要国别对疫情防控措施逐步开放以及注射疫苗人数逐步增加，公司境外工程承包业务将逐步恢复。  

2、一般贸易：2021年，全球疫情起伏反复，经济复苏分化加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际货运价格持续上涨以及全球

通胀持续高位运行等风险交织叠加，公司降低了一般贸易类业务的发展规模，开展了原有大宗粮油进口业务。该板块业务在

公司整体业务中占比较小，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小。 

3、境外实业经营：公司境外实业经营的多哥糖联属于制糖业，受自然因素和国际糖价影响较大。多哥糖联规模较小，

在国际市场中无明显优势。 

4、环境科技：根据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共同编制的《中国环保产业发展状况报告（2021）》，

“十三五”期间，我国环保产业规模保持持续增长，对国民经济直接贡献率为4.5%。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环保产业市场主

要集中在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与资源化、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三大领域。2022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颁布《关于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了我国2025年城

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目标：生活垃圾处理，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能力达到70万吨/日左右，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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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0万吨/日左右。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60%左右，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能力比重达到65%左

右，固体废物处置及综合利用能力显著提升，利用规模不断扩大，新增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60%。基本补齐危险废

物、医疗废物收集处理设施短板，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充分保障，技术和运营水平进一步提升，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医疗废物

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置。 

5、复合材料生产：公司专业从事塑料和纤维增强塑料（即 FRP，玻璃钢）储罐、容器、管道系统的设计、工程、制造

和安装，擅长针对强弱腐蚀介质和极端温度压力环境的定制工艺设备，且可根据 DIN、DVS、ASME、ANSI、BS 等多项国际设

计标准进行生产。主要产品包括玻璃钢内衬塑料、钢衬塑料、纯塑料、玻璃钢，可应用于储罐、反应釜、化学品管道等其它

各类产品，可被广泛应用于化工、电子、环保、矿产等行业。 

公司提供的复合材料能应用于各种高强度酸性腐蚀工况和高温环境下，是中国国内少数能提供此类产品的厂家之一，

处于细分市场的行业领先地位。陆续受邀参与共同起草了中国国家标准（即 GB/T 343292017《纤维增强塑料压力容器通用

要求》）和中国化工行业标准（即 HG/T 4589-2014《化工用塑料管道粘接剪切检测方法》和 HG/T 4750-2014《塑料焊接机

具 挤出焊枪》），中国国家标准（即 GB/T 35974.4-2018《塑料及其衬里制压力容器第 4 部分：塑料制压力容器的制造、

检查与检验》）,《ASMERTP-1》标准中国改编版（即“纤维增强塑料制压力容器标准”）的编制工作。 

  

以 FRP 制成的废气洗涤塔 

（尺寸：DN6500xH26,000mm） 

以 FEP 和 FRP 制成的盐酸吸收塔 

（尺寸 D2.4xH18m） 

  

以 PP/FRP,PVC/FRP,PVDF/FRP 制成的盐酸输送管道 

（尺寸：DN25-DN500） 

以 ECTFE +FRP 制成的盐酸反应塔 

（尺寸 D1.8xH25m） 

 

 四、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2021年，新冠疫情持续传播，病毒不断变异，经济复苏分化加剧。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公司积极应对，主动求

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建党百年“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指导下，公司管理层带领广大员工攻坚克难、奋

力拼搏，克服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人员物资流动受限等不利影响，努力推进复工复产，依托控股股东中成集团被赋予国投集

团环保产业投建营平台的新的主业定位，在继续开展现有业务的基础上，积极聚焦环保产业，利用已有业务平台资源，兼顾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完成了对亚德公司重组，在拓展相关国际工程承包业务的同时，增加了环境科技

业务的开发和实施能力，实现公司向环保领域的转型发展。 

（一）经营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扭亏为盈。营业收入2,159,612,715.64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1.29%；营业利润82,537,509.09元, 较上

年同期增长138.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972,619.2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2.89%。公司扭亏为盈主要原因：1、

公司根据战略发展规划，调整经营管理机构和部门人员配备以及将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期间费用同比下降；2、公司

克服境外疫情困难，努力推进在实施项目工程进度，工程项目结转的收入、毛利较上年同期增加；3、公司进一步加强项目

进度款的催收力度，收回前期工程项目的进度款，经过减值测试，本期减值损失计提金额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4、公司完

成同一控制下亚德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被合并方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增加了公司报告期净利润。 

1、 成套设备出口和工程承包 

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不利影响，公司在实施项目人员流动、物资调动受限，导致工程进度放缓，报告期内，

公司在实施的主要项目情况如下： 

（1）巴巴多斯山姆罗德酒店项目：尽管受项目所在国疫情、物流受限等客观因素影响，目前现场施工仍平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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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巴印刷厂技术改造项目：受疫情影响，三个厂的安装调试工作暂时停滞。 

（3）老挝万象生活中心项目：受老挝疫情持续恶化影响，经与业主协商，项目竣工日期延长。 

（4）科特迪瓦旱港建设项目：报告期内，业主已向中成科特迪瓦分公司支付15%自筹部分第一笔预付款（收款152.50

亿西非法郎，折合2,325万欧元），中成科特迪瓦分公司须就已收到预付款部分完成项目营地（包括总包及施工单位的生活

和生产营地）等建设工作，目前承包商基地建设设计已获业主批准，其他各项工作正在推进中。 

（5）亚德公司努力克服当地疫情持续影响，工程承包业务在执行项目144个，其中执行新生效合同占比约为55%，报

告期工程承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8.1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33%。 

此外，公司克服多重困难，加大市场开发力度：2021年11月，中成股份与巴巴多斯政府交通运输、工程及水利部签订

了《巴巴多斯苏格兰地区道路升级改造项目合同》，合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15,500,000元，目前尚未开工履行。亚德公司工

程承包业务2021年新签合同67个，新签合同额23.47亿元，新签合同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30%，主要新签约项目在马来西亚。 

   
巴巴多斯山姆罗德酒店项目 

 

2、一般贸易：受多重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降低了一般贸易类业务的发展规模，开展了大宗粮油进口业务，主要

为从莫桑比克进口芝麻。 

3、境外实业经营：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了中多公司全部股权，

转让金额为50万元人民币。目前已收到该笔转让价款，正在办理相关后续手续。 

4、环境科技：公司在环境科技业务板块主要具备市政固废（垃圾衍生燃料制备和气化、有机垃圾发酵堆肥和干化、市

政污泥处置等）和工业危废处置技术（包括危废高温无害化和资源化、烟气净化系统、废气处理系统）、能源和资源回收技

术，及水和废水处理技术。在工业尾气处理方面，设计并提供废气污染物洗涤、吸附、热氧化/催化氧化等工艺，提供交钥

匙工程及服务，从工艺设计、安全控制系统、处理能耗、处理效率、到污染物排放浓度均保证高要求。在危废高温无害化处

理技术方面，拥有在废物处理系统和环境管理方面技术储备，在气体、液体和固体处理方面拥有成套的技术解决方案。为客

户提供从工程设计、建设管理、采购物流、运营服务的量身定制的环保解决方案，确保工业企业在制造过程产生的废物和副

产品排放到环境或重复使用之前得到安全妥善的处理。自主研发的 LeDeNOx有机废弃物低能耗超低氮焚烧处理成套技术与产

业化应用在行业应用中处于领先地位，并有数十套成熟应用。为工业客户提供的环保排放标准高于中国标准（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 和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4-2020）和欧洲标准（欧盟工业排放标准 2010/75/EC），

可满足诸多跨国客户的较高要求。 

2021年，公司环境科技业务新签合同101个，新签合同额为6.4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04%，在执行项目117个，其中

执行新生效合同占比约48%；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5.1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9.06%。 

 
亚德公司承建的中央废气处理及能量回收项目 

 

5、复合材料生产：公司积极克服疫情和原材料供应及价格波动影响，通过采取改进生产工艺及流程，提高生产效率，

立足于原有的行业及客户，扩大产品的应用领域和范围等举措，业务规模较2020年仍有所增长。2021年，复合材料业务新签

合同12个,新签合同额为4,143万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8,3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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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报告期内，围绕“十四五”战略规划纲要，公司加强细分行业市场调研工作，重点关注国内环保行业相关领域的

投资状况、关键技术和核心设备发展情况等，跟踪研究相关业务领域的进入方式，加强国内外各方企业、机构的对接，并与

业内有技术和渠道优势的合作伙伴展开多种类的业务合作和技术交流，推动公司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2022年初，公司与中

成集团、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合资公司国投维尔利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搭建市政固废业务的投资、建设、运营平台。 

（二）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调整内部机构设置，优化调整管控体系统筹优化管理能力；持续夯实管理基础，强化内控管理，全面

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财务管理水平，加强汇率风险管理，防范汇率风险；强化合规管理能力，健全合规管

理体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成立中成股份公司党委，发挥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切实抓好党建和

党风廉政建设，强化党建和经营的有效融合，助力公司转型持续发展。 

（三）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引入甘肃建投、兵团建工作为公司战略投资者，向其非公开发行股票41,390,728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249,999,997.12元。2021年6月9日，上述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21年6月15日，经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先行偿还银行借款及已支付非公开发行费用，募集资金账户余

额已转入公司账户，募集资金按规定使用完毕。 

（四）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裕成国际，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中成香港持有的亚德公司30%的股份（对应

亚德公司1,500,000股股份数量）；同时，中成香港将其剩余未转让的亚德公司21%的股份及将来持有的亚德公司股份对应的

表决权无偿、独家且不可撤销地委托给裕成国际。2021年12月21日，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控制亚德公司51%股份的表

决权，实现对亚德公司的并表控制。 

五、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始终致力于培育并提升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亚德公司的重组，重组完成后，公司在拓展相关国

际工程承包业务的同时，增加了环境科技业务的开发和实施能力，综合实力和固废处理相关细分领域的专业技术能力得到明

显提升，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呈现全面发展的新格局。 

1、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公司在传统境外工程承包业务方面，承接控股股东COMPLANT品牌，经过多年发展在行业中

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公司在亚、非、拉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实施的涉及建筑、铁路、机械、食品制造等30多个行业和

领域的1600多个项目，在国际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使COMPLANT品牌在亚非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良好的声誉和较大的品牌影响力。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重组的亚德公司，业务覆盖了石油化工、医

药、油气、半导体、矿业、市政等行业，在业内拥有可追溯的良好业绩，树立了可靠的行业口碑，尤其在国内和东南亚市场

具有较强的资源优势、产品经验优势和品牌优势。 

2、优秀的人才队伍。公司多年的海外项目运作经验为公司培养了一批熟悉和了解国际规则及惯例，了解项目所在国经

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法律法规的业务开发及驻外人员，以及一批懂外语、懂技术、懂管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亚德公司经过

多年的技术研发、业务实践的应用积累，培养出了一批行业内的优秀人才，其丰富的实践经验、较高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和较

强的敬业精神为公司业务的开发及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可靠保证。 

3、有力的技术及资质业绩支撑。亚德公司拥有固废、废气和废水处理完整工艺包，在废气净化、固危废复合材料制造、

高温无害化处理等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在全球拥有300多个各类高温焚烧及烟气净化实施业绩，数百项核心技术及数十

项国内外专利，其排放接近零排放，全面优于中国和欧盟标准。亚德公司的境内子公司已获得高新企业认证，并拥有建筑业

企业资质证书、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等10项经营、建设、环保等资质证书；亚德

公司及其境外子公司拥有新加坡通用建筑资质（第一类）、马来西亚承包商注册登记证、建筑成绩证明书、电力承包商注册

证书等16项资质证书，尤其是工程总承包业务拥有马来西亚和越南最高等级施工资质以及从设计到运营的一站式服务能力和

业绩；此外，亚德公司及其境内外子公司拥有商标、发明专利、实用新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百余项；亚德公司凭借着出色

的项目运作、质量管理、团队配置以及有力的技术、齐全的资质，得到各相关行业巨头的充分认可。 

亚德公司专利情况 

序号 权利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1  亚德材料 一种多参量监测的玻璃钢智慧储罐 实用新型 2020216569812 

2  亚德材料 
一种基于内置型光纤光栅传感的智能玻璃

钢内衬管道 
实用新型 2019221801582 

3  亚德材料 一种基于实时检测的氟塑料换热器 实用新型 2019218811201 

4  亚德材料 一种管道检测装置 发明专利 2017102007738 

5  亚德材料 储罐 发明专利 2017102007812 

6  亚德材料 塑料内衬玻璃钢压力容器 实用新型 2017201125431 

7  亚德材料 导电玻璃钢管道 实用新型 2017201126561 

8  亚德材料 大型玻璃钢容器 实用新型 2017201126576 

9  亚德材料 一种玻璃钢包覆的氢能源气瓶 实用新型 2021203317004 

10  亚德化工 
一种应用在玻璃钢复合管制造的塑料管表

面处理喷砂机 
实用新型 2015207756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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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亚德化工 一种便携式玻璃钢复合管道坡口机 实用新型 2015202826995 

12  亚德系统 适用于含氮废弃物的焚烧炉 实用新型 2015201331139 

13  亚德系统 炉膛燃烧器的喷枪冷却结构 实用新型 2015201331143 

14  亚德系统 焚烧炉的多层耐火隔热结构 实用新型 2015201331158 

15  亚德系统 带有空气夹层的焚烧炉炉体结构 实用新型 2015201332199 

16  亚德系统 环氧乙烷洗涤系统 实用新型 2016211914275 

17  亚德系统 急冷塔 实用新型 2016211970523 

18  亚德系统 一种喷射器及塔器 实用新型 2016212604882 

19  亚德系统 一种吸收塔 实用新型 2016212670992 

20  亚德系统 一种吸收塔 实用新型 2016212766213 

21  亚德系统 一种耐高温急冷喷枪及一种急冷塔 实用新型 2016211914966 

22  亚德系统 一种脱氟设备 实用新型 2016212603771 

23  亚德系统 一种烟气再热炉 实用新型 201621196754X 

24  亚德系统 一种燃烧器喷嘴和一种燃烧器 实用新型 2016212655757 

25  亚德系统 垃圾焚烧炉自动化控制方法和垃圾焚烧炉 发明专利 2015101114004 

26  亚德系统 一种危废焚烧回转窑支撑驱动装置 实用新型 201821023583X 

27  亚德系统 一种回转窑窑尾冷却风分配结构 实用新型 2018210298307 

28  亚德系统 一种回转窑窑头罩配风结构 实用新型 2018210298576 

29  亚德系统 一种高效降温延长式急冷塔 实用新型 2018210298608 

30  亚德系统 一种石墨压块型密封结构 实用新型 2018210405652 

31  亚德系统 一种套筒型文丘里干式反应塔 实用新型 2018210226807 

32  亚德系统 一种组合式带包装固体废料进料装置 实用新型 2018210235825 

33  亚德系统 一种用于干法脱酸装置防堵塞多孔流化板 实用新型 2018210235810 

34  亚德系统 一种焚烧炉保温层耐火内衬结构 实用新型 2018210298720 

35  亚德系统 一种陶瓷过滤器滤芯支撑装置 实用新型 2019217057202 

36  亚德系统 一种废气焚烧氧化炉 实用新型 2019217057414 

37  亚德系统 
一种用于高含硫烟气脱硝系统的喷氨格栅

结构 
实用新型 2019217057429 

38  亚德系统 一种塔架式双层玻璃钢烟囱 实用新型 2019217057433 

39  亚德系统 一种湿式出渣机槽体支撑装置 实用新型 2019217064526 

40  亚德系统 一种用于SCR烟气脱硝的氨水气化系统 实用新型 2020202195698 

41  亚德系统 一种流化床处理工业废盐的系统 实用新型 2020202200380 

42  亚德系统 
一种流化床气化RDF-5制备合成气的制备

系统 
实用新型 2020202200658 

43  亚德系统 一种序批次有机废气排放处理系统 实用新型 2020202218933 

44  亚德系统 一种危废焚烧二燃室的二次风分配结构 实用新型 2020204429248 

45  亚德系统 一种新型危废焚烧二燃室结构 实用新型 2020204429252 

46  亚德系统 一种新型的窑头密封结构 实用新型 2020205202072 

47  亚德系统 一种工业焚烧炉的烟气净化系统 实用新型 2020210802387 

48  亚德系统 一种熔盐冷却装置 实用新型 2020216443119 

49  亚德系统 一种高温烟气急冷系统 实用新型 2020224571354 

50  亚德系统 一种干法脱酸上料系统 实用新型 2020224571922 

51  亚德系统 一种烟气脱硝系统 实用新型 2020224572022 

52  亚德系统 一种双内筒烟囱 实用新型 2021205187255 

53 
TM及Chang 

Siu Hua 
多孔板液膜系统 境外取得 PI 2014002177 

54 TB ReduReox工艺 境外取得 1025691 

55 TB 莱德诺法 境外取得 1025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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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TB 分体式锅炉 境外取得 1025689 

57 TB VRU的混合沸石床及再生策略 境外取得 1025793 

58 TB VIP控制 境外取得 1025785 

59 TB VRU-VCU 境外取得 1025798 

60 TB 二级SRU 境外取得 1025857 

61 TB TV2燃烧器 境外取得 1025856 

62 TB 变频燃烧器 境外取得 1025863 

63 TB 高温燃烧过程 境外取得 1025864 

64 TB 蒸汽吸收和回收装置 境外取得 1025868 

计算机著作权持有情况 

序号  著作权人 著作权名称 证书号 登记号 

1 亚德系统 亚德焚烧炉自动控制系统软件 
软著登字第

1897740号 
2017SR312456 

2 亚德系统 
亚德氯甲烷&甲苯的催化氧化及其控制系

统软件 

软著登字第

1916571号 
2017SR331287 

4、分布广泛的全球区域性业务平台及广泛的信息收集渠道。公司在多个国家拥有子分公司、办事处、代表处以及项目

组，遍布亚、非、拉、欧等国家。驻外机构长期扎根于当地，为公司搭建起良好的国内外项目信息收集平台，并有利于公司

驻外项目的执行，具备了扩大业务的机构网络基础，为公司业务的发展与壮大积累了独特的公司优势。由于各国政治、经济、

法律环境的不同，公司结合各国特点，采取高效的属地化、扁平化、市场化管理模式，保证了各个国家的分支机构稳定高效

发展。 

5、良好的项目运作及资源整合能力。公司在长期的海外业务运作中与国内有关部门及行业组织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公共

关系，并与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和工商界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较高的合作层次，不仅为公司现有项目推进落实提

供了有力支持，还为公司其他项目的跟踪和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亚德公司在环保领域拥有丰富的市场资源，项目来

源广泛、对市场理解深刻，擅于深挖客户多维度合作的可能性，为客户提供跨业务板块的多种服务。 

6、国投集团大力支持。国投集团已正式将中成集团作为环保产业投建营平台，公司作为中成集团旗下境内唯一上市平

台，将依托并协同国投集团全方位的资源优势，借助其优秀的海外项目运作能力，增强公司在固废处理领域的业务能力及核

心竞争力，聚焦固废处理业务，努力打造固废处理细分行业的专业能力和核心优势。 

六、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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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3,673,146,159.18 1,804,951,349.05 3,086,824,111.38 18.99% 2,392,545,731.39 3,863,494,56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95,183,318.65 637,563,840.45 1,031,007,026.96 -13.17% 948,071,247.78 1,346,780,644.9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159,612,715.64 780,847,127.02 1,780,467,520.73 21.29% 1,183,601,165.48 2,553,969,10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972,619.29 -290,705,255.96 -275,505,615.80 102.89% 8,751,179.96 37,478,23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3,108,033.18 -311,910,643.06 -311,910,643.06 82.97% -106,404,912.64 -106,404,9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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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247,071.14 25,539,586.71 193,932,109.69 -108.89% -526,157,266.14 -484,009,601.8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52 -0.9822 -0.9308 102.71% 0.0296 0.126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52 -0.9822 -0.9308 102.71% 0.0296 0.126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69% -37.42% -26.52% 27.21% 0.90% 3.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73,172,616.33 346,698,281.49 375,869,059.33 1,063,872,75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47,003.21 -40,645,027.40 7,404,382.50 33,166,26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14,927.13 -47,712,497.23 -3,499,147.67 6,018,538.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685,557.27 -231,894,194.82 99,752,304.54 83,209,261.8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公司本期同一控制下合并了亚德公司，对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的指标进行了追溯调整。 

七、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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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22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9,958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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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9.79% 134,252,133 29,436,033  0 

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36% 24,834,437 24,834,437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91% 16,556,291 16,556,291  0 

邓兰 境内自然人 0.90% 3,022,800   0 

林阳昊 境内自然人 0.85% 2,876,000   0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9% 1,307,400   0 

林文祥 境内自然人 0.32% 1,071,800   0 

黄木健 境内自然人 0.29% 983,400   0 

杜建伟 境内自然人 0.29% 975,030   0 

蔡炎泉 境内自然人 0.29% 973,9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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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属于控股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

口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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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流通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流通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邓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00 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12,800 股，合计持有 3,022,800 股，持股比例

0.90%。。 

2、林阳昊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6,300 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857,300 股，合计持有 2,876,000 股，持股比例 0.85%。 

3、黄木健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566,100 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17,300 股，合计持有 983,400 股，持股比例 0.29%。 

4、杜建伟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30,200 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44,830 股，合计持有 975,030 股，持股比例 0.29%。 

5、蔡炎泉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7,880 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66,100 股，合计持有 973,980 股，持股比例 0.29%。 

6、赵建波通过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10,000 股，持股比例 0.27%。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八、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不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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