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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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孙梦蛟 董事 工作安排 金  铎 

杨 格 独立董事 工作安排 麦志荣 

 

 

1.3  公司负责人金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志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天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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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7,764,805.12 16,492,190,427.86 1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15,132,242.10 5,834,496,869.38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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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129,295.45 942,379,369.85 -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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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8,696,691.72 3,585,491,716.53 1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6,367,136.96 743,709,552.50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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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9,103,174.52 598,366,921.41 2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7 13.67 减少 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6 0.97 -1.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6 0.97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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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836.81 23,47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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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6,088.42 9,024,164.4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78,912.67 15,611,639.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50,702.69 -3,200,662.71 

所得税影响额 -820,567.75 -4,194,653.41 

合计 3,593,567.46 17,263,96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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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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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137,779,089 17.98 0 无  国有法人 

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97,814,489 12.77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5,149,820 9.81 0 无  其他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6,014,523 8.62 0 无  国有法人 

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46,534,611 6.07 0 无 

 
国有法人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199,700 2.24 0 无  国有法人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5,000,000 1.96 0 无  国有法人 

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 12,019,792 1.57 0 无  其他 

李贵山 10,000,000 1.31 0 无  境内自然人 

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 8,907,686 1.16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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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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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数量 

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137,779,089 人民币普通股 137,779,089 

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97,814,489 人民币普通股 97,814,48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5,149,820 人民币普通股 75,149,820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6,014,523 人民币普通股 66,014,523 

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6,534,611 人民币普通股 46,534,611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19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99,700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 12,019,792 人民币普通股 12,019,792 

李贵山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 8,907,686 人民币普通股 8,907,6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为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 

2、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佛山市南

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同属佛山市南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控制，为

一致行动人。 

3、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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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财务指标大幅变动情况说明（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71,744.24 41,459.32 30,284.92 73.05% 
收入增加及部分垃圾发电项目

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未收回 

预付款项 46,780.39 27,617.19 19,163.20 69.39% 在建项目预付设备款增加较多 

存货 68,814.13 17,963.25 50,850.88 283.08% 
瀚蓝广场完工，待销售部分物业

结转入存货 

其他流动资产 31,901.99 16,426.98 15,475.01 94.20% 
在建工程投入较大，工程待抵扣

进项税额增加 

投资性房地产 28,494.40 77.48 28,416.92 36678.10% 
瀚蓝广场完工，自持部分物业结

转入投资性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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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001.65 5,597.28 5,404.38 96.55% 

桂城水厂拆迁补偿款（不含高出

部分）已于去年底收回，相关所

得税费用已在今年上半年缴纳，

故同时确认相应递延所得税资

产 

短期借款 129,919.69 23,980.00 105,939.69 441.78% 银行借款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5,070.83 3,075.84 1,995.00 64.86% 
可再生能源补贴对应的销项税

额增加较多 

 

2、利润表财务指标大幅变动情况说明（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9月 

2018年

1-9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4,552.55 9,278.87 -4,726.33 -50.94% 
去年同期确认了官窑市场股权处

置收益 

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4,552.55 512.15 4,040.39 788.90% 新增顺控环投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 1,797.60 738.83 1,058.77 143.30% 收到湖北凯程股权交易违约金 

少数股东损益 -674.02 640.43 -1,314.45 -205.24% 

工程收入减少，官山水厂关停外

购水成本增加，导致部分供水子

公司亏损 

 

3、现金流量表财务指标大幅变动情况说明（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9

月 

2018年 1-9

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4,813.58 16,265.06 8,548.51 52.56% 

一是清理外部往来；二

是支付的代收代付污水

处理费同比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

回的现金净额 

5.27 18,281.61 -18,276.34 -99.97% 
去年同期收到官窑市场

处置收益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581.39 3,457.13 -1,875.74 -54.26% 

去年同期收回污水管网

投资本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

付的现金 

270,934.78 136,000.10 134,934.68 99.22% 固废工程支出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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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 1-9

月 

2018年 1-9

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0,992.25 48,514.61 -37,522.36 -77.34% 
去年同期支付燃气剩余

30%股权转让款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5,731.32 1,324.87 4,406.45 332.60% 

工程保证金、股权收购

保证金增加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30,690.22 142,203.34 188,486.88 132.55% 银行借款增加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95,315.97 60,350.54 34,965.43 57.94% 银行借款还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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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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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金铎 

日期 2019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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