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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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贵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盛璐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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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206,335,380.47 4,545,270,849.00 1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544,116,623.60 2,521,478,597.47 0.9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70,520,197.03 -9.39% 1,223,148,407.31 -1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303,938.84 -59.95% 57,883,412.00 -1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979,064.39 -54.72% 39,949,522.95 -1.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38,232,098.35 420.94% 333,594,539.60 272.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 -59.18% 0.086 -12.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 -59.18% 0.086 -12.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3% -0.81% 2.28% -0.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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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3,2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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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6,652.6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313,399.5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978,2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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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3,1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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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96,810.9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491.25  

减：所得税影响额 512,979.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03,197.77  

合计 17,933,889.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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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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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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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威望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47% 292,303,880  质押 146,015,000 

CHINA CRAN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7.87% 52,920,000    

国海创新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9% 16,074,627    

江苏瑞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瑞

华精选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13,448,955    

王学杰 境内自然人 0.83% 5,595,900    

同方金融控股

（深圳）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4% 4,327,240    

袁海国 境内自然人 0.44% 2,94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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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春 境内自然人 0.41% 2,787,438    

西藏瑞华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9% 2,625,787    

张剑华 境内自然人 0.39% 2,62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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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 292,303,880 人民币普通股 292,303,880 

CHINA CRAN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52,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920,000 

国海创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074,627 人民币普通股 16,074,627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

华精选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448,955 人民币普通股 13,448,955 

王学杰 5,595,900 人民币普通股 5,595,900 

同方金融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4,327,240 人民币普通股 4,327,240 

袁海国 2,941,828 人民币普通股 2,941,828 

谢春 2,787,438 人民币普通股 2,787,438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625,787 人民币普通股 2,625,787 

张剑华 2,625,672 人民币普通股 2,625,6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学杰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5,595,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595,900 股。公司股东谢春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股 1,413,775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73,663 股，实际合计持有 2,787,43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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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700,994,172.97      363,585,797.48  92.80% 主要系公司销售合同收款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9,700,000.00       71,653,518.89  -86.46%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或背书转让所致。 

 应收账款        351,350,117.17      250,856,373.66  40.06% 主要系根据销售合同应收的货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79,630,456.90       70,490,295.25  154.83% 主要系根据采购合同，预付采购款增加所致。 

 长期应收款        208,279,182.38        3,222,760.24  6,362.76% 
主要系公司两艘海工船舶采用长期收款赊销

形式销售，长期应收货款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4,885,711.90        7,829,136.90  -37.60% 主要系长期待摊费用摊销减少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37,645,181.62       20,471,146.02  83.89% 主要系所得税可抵扣时间性差异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869,065.43       14,528,675.44  -45.84% 主要系采购设备到位，预付设备款核销所致。 

 短期借款         107,833,740.00      160,370,000.00  -32.76% 主要系部分流动资金贷款到期偿还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7,687,521.24        3,097,801.07  148.16% 
主要系人民币汇率波动，远期结售汇合约价

值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186,172,033.06       72,822,808.57  155.65% 主要系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947,538,948.60      225,965,790.12  319.33% 
主要系销售合同增加，根据销售合同收取的

预收项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23,430,436.95       51,024,064.81  -54.08% 
主要系根据税收法规，应缴纳的税款减少所

致。 

 其他应付款          44,889,185.79       78,631,822.16  -42.91% 主要系归还对外借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财务费用         16,950,811.66        3,513,565.99  382.44% 主要系汇率波动，致使汇兑收益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8,011,999.01       11,628,472.00  -31.10% 主要系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31,554,647.87       15,405,509.77  104.83% 
主要系股权转让收益及按权益法确认的长期

股权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653,138.75      -15,452,097.01  50.47% 
主要系人民币汇率变动，远期结售汇合约损

失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386,894.23       -8,615,827.52  116.10% 
主要系收回高账龄应收款，坏账损失减少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3,317,585.19        1,515,660.18  118.89%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8,613,084.08  27,650,735.51  -68.85%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客户违约金所致。 

 营业外支出          5,505,241.31        1,547,650.49  255.72% 主要系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所致。 

 所得税费用           709,325.77      23,623,338.91  -97.00% 
主要系根据税法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减少所

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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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33,594,539.60     -193,365,662.53  272.52% 主要系销售收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6,133,624.66     -209,680,549.49  131.54% 主要系收回股权转让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0,949,863.80      152,753,899.69  -264.28% 主要系偿还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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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11月2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浙江正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56%股

权暨股权回购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有的浙江正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56%

股权给正洁环境股东项海暨提前履行《南通润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与项海、任松洁、周立新、陈赵扬、周建辉、孙玉珍、杭

州钱江中小企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正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关于股权回购方面的相关安排。详

见公司于2017年11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等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转让浙江正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56%股权暨股权

回购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9）。截止目前，项海按照《股权回购协议》已向润禾环境累计支付股权回购款本金合计

4,002.31万元，剩余本金642.31万元及按照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款利息尚未支付。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资金状况，在其具备付

款条件时将要求项海及时完成支付义务，保障公司相关款项的及时回笼。 

2、2019年4月，公司控股孙公司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所持义乌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以1,265万元人民

币的价格转让给江苏鑫浩电力能源有限公司和自然人李卉，截止本报告期末上述股权转让款已全部收到。本次股权转让前，

义乌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尚欠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沾化绿威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相关借款合计1,580

万元及相应利息，上述欠款最晚不迟于2019年12月31日完成支付。为保障公司权益，江苏鑫浩电力能源有限公司和李卉已将

其所持义乌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质押给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同时江苏鑫浩电力能源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薛龙国承诺就上述欠款的归还承担连带责任担保。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为义乌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等其

他情况。 

3、公司收购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55%股权的交易对手方江苏鑫浩电力能源有限公司、上海华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

及苏州国环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现名：苏州志环企业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下合称“股权出让方”或“业绩承

诺方”）作出的业绩承诺为：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各方确认，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预测净利润应分别为2,500万元、3,250万元、4,225万元（以下简称“预测净利润”）。公司与

股权出让方同意并确认，股权出让方对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三年业绩承诺期的净利润实现情况采用累积计算方式进行

补偿。若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三年承诺期内累积的实际净利润（指在业绩承诺期每一会计年度公司聘请的负责公司

年度审计工作且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中载明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低于上述承诺的三年累积预测净利润合计9,975万元，则业绩承诺方应就累积实际净利

润未达到累积预测净利润的差额部分按《股权转让暨利润补偿协议》的规定对公司进行补偿。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绿

威环保2016年、2017年、2018年实际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1,115.47万元、1,701.26万万元、3,869.11

万元，累计实现6,685.84万元，累计未实现对赌业绩差额为3,289.16万元，按照约定的业绩补偿方法，股权转让方江苏鑫浩电

力能源有限公司、上海华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苏州国环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现名：苏州志环企业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将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偿5,894.11万元。 

2019年6月3日，公司及润禾环境与江苏鑫浩电力能源有限公司、上海利境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及苏州志环企业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关于《股权转让暨利润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上海华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由

上海利境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承继。 

截止目前，上述业绩承诺补偿方已向公司补偿3,100万元。公司将持续督促相关方完成业绩补偿义务，保障公司相关款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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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回笼。 

4、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湖北中油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73.36%股权。截止目前，公司正就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审查一次反馈意见开展相关回复工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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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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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衍生工具 
3,328,156.

95 
-3,328,156.95 -3,328,156.95 0.00 0.00 0.00 0.00 自有资金 

其他 
112,500,00

0.00 
0.00 0.00 545,500,000.00 

555,000,000

.00 

1,978,249.8

0 

103,000,000

.00 
自有资金 

合计 
115,828,15

6.95 
-3,328,156.95 -3,328,156.95 545,500,000.00 

555,000,000

.00 

1,978,249.8

0 

103,000,000

.00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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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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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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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9,750 15,050 0 

合计 19,750 15,05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8 月

08 日 
其他 机构 

详  见  2019 年  8 月  9 日 公 司 在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互 动 易 平 台

（ http://irm.cninfo.com.cn/ircs/company/companyDetail?stockcode=002483&org

Id=9900014776）上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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