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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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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金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慧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志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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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1,853,394,474.52 10,979,848,200.39 10,979,848,200.39 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310,261,839.54 3,329,055,932.41 3,329,055,932.41 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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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28,498,142.44 486,926,707.80 388,085,836.06 9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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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526,702,586.83 1,725,503,387.86 830,324,247.48 4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19,484,917.95 249,046,536.72 214,917,584.00 2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8,406,378.96 205,813,580.96 205,813,580.96 4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7 10.19 8.51 减少 2.9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40 0.37 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40 0.37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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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底成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在编制 2014 年合并报表

时,将创冠中国的资产负债期末数纳入合并，将燃气发展公司 2014 年的资产负债和损益纳入合并。

在计算同期增减数时，以调整后的数据作为基数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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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323.60 -1,426,99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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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70,888.30 43,455,267.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6,890.80 -590,217.62

所得税影响额 -9,875,113.90 -10,359,512.99

合计 29,625,341.60 31,078,5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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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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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国有法人

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91,319,726 11.92 质押 91,319,726 国有法人

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 91,019,417 11.88 91,019,417 质押 89,864,523 境外法人

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46,534,611 6.07 46,534,611 无 国有法人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239,420 3.16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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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1.31 10,000,000 无 国有法人

李贵山 10,000,000 1.31 10,0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 1.31 10,000,000 无 未知

劳俊豪 8,390,000 1.09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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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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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19,726 人民币普通股 91,319,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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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239,420 人民币普通股 24,239,420

劳俊豪 8,3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9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中

国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58,443 人民币普通股 7,958,44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7,841,894 人民币普通股 7,841,89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

明细账户
7,306,084 人民币普通股 7,306,08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485,333 人民币普通股 6,485,33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3,999,674 人民币普通股 3,999,674

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 3,951,559 人民币普通股 3,95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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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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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31,999.55 21,323.55 10,675.99 50.07%
应收污水处理费和应收固

废业务收费增加

预付款项 5,359.42 29,550.05 -24,190.62 -81.86%
收回创冠香港按约定退回

的股权转让预付款

其他流动资产 5,439.96 3,976.35 1,463.62 36.81% 待抵扣进项税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2,500.00 2,500.00
对贵阳京环公司投资以及

对 E20 基金投资

工程物资 401.35 5,932.43 -5,531.08 -93.23%
一厂改扩建及餐厨项目领

用工程物资

其他非流动资

产
2,783.95 27,979.89 -25,195.94 -90.05%

预付的特许经营权及预付

工程设备款转出，母公司

待处理财产损益转出

短期借款 24,385.00 11,800.00 12,585.00 106.65% 母公司流动资金贷款增加

应付票据 1,234.00 -1,234.00 -100.00% 应付票据已付

应付账款 117,052.13 89,544.91 27,507.22 30.72%

应付工程款增加，以及水

务公司应付固定资产收购

款增加

预收款项 17,127.50 10,701.97 6,425.54 60.04%
燃气及供水业务预收安装

工程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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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利息 1,903.56 2,741.67 -838.11 -30.57%
母公司 7月支付了公司债

券利息

应付股利 4,609.45 -4,609.45 -100.00%
燃气发展公司支付了以前

年度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46,093.00 155,087.35 -108,994.35 -70.28%

支付了创冠香港股权转让

款以及燃气发展公司股权

收购款

长期应付款 30,992.18 19,748.59 11,243.59 56.93% 固废业务融资租赁增加

递延收益 17,939.78 5,368.17 12,571.61 234.19%

收到桂城水厂拆迁补偿款

和东南污水厂改（迁）建

项目，以及九江沙头片区

的供水管网建设和改造工

程补偿款

资本公积 174,522.24 106,020.95 68,501.29 64.61% 非公开发行股票溢价

少数股东权益 48,694.52 35,930.16 12,764.36 35.53%
樵南和大沥水务少数股东

增资

2. 利润表财务指标大幅变动情况说明（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52,670.26 172,550.34 80,119.92 46.43%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以及

燃气、供水业务和固废工

程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172,024.21 115,779.67 56,244.54 48.58%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以及

燃气、供水业务和固废工

程成本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

加
1,824.71 931.98 892.73 95.79%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以及

供水整合纳入合并供水子

公司增加

管理费用 15,335.56 7,694.37 7,641.18 99.31%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以及

供水整合纳入合并供水子

公司增加

财务费用 19,294.13 6,987.57 12,306.56 176.12%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以及

借款增加

营业外收入 6,882.87 1,304.81 5,578.06 427.50%

增加创冠中国增值税退税

收入以及绿电公司收到政

府生活垃圾外运补助

3. 现金流量表财务指标大幅变动情况说明（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
273,767.01 193,683.48 80,083.53 41.35%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以及

供水整合纳入合并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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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 子公司增加

收到的税费

返还
2,235.96 2,235.96

创冠中国收到增值税退

税收入

收到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6,434.03 4,856.65 21,577.38 444.29%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供水

整合纳入合并供水子公

司增加，以及收到的利息

收入增加

支付给职工

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24,795.00 14,926.94 9,868.06 66.11%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以及

供水整合纳入合并供水

子公司增加

支付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4,612.73 5,529.31 19,083.42 345.13%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以及

供水整合纳入合并供水

子公司增加

收到的其他

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42,979.19 394.9 42,584.29 10783.48%

收回支付给创冠香港的

股权转让预付款，以及收

到桂城水厂拆迁补偿款

和其他政府补助款

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

资产所支付

的现金

86,834.92 66,459.67 20,375.25 30.66%

供水整合后购置供水管

网增加及各工程项目投

入增加

吸收投资所

收到的现金
85,532.10 7,870.00 77,662.10 986.81%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以

及供水子公司吸收少数

股东注资

子公司吸收

少数股东投

资收到的现

金

12,083.33 7,870.00 4,213.33 53.54%
收到大沥及樵南水务公

司少数股东注资

取得借款收

到的现金
142,645.00 43,400.00 99,245.00 228.68% 借款增加

偿还债务所

支付的现金
93,975.61 12,533.41 81,442.20 649.80% 还款增加

分配股利或

偿付利息所

支付的现金

39,299.07 16,356.36 22,942.71 140.27%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的利

息支付，以及分配股利和

利息支付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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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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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南海控股

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两年内，在符合国有资产管

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积极行使股东权力，促使燃

气有限公司依法处置所持瑞兴公司 60%的股权（如未来

瑞兴公司股权发生变动，则燃气有限公司应确保其持股

比例不低于 60%），通过优先考虑将其注入瀚蓝环境等

方式彻底解决瑞兴公司与瀚蓝环境的同业竞争问题。

2014-12-25 至

2016-12-24
是

尚未履

行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承诺

资产

注入

燃气有限

公司

在瀚蓝环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即购买燃气发展30%

股权所须支付的股份发行完成）后 36 个月内，在符合国

有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将完成将所持燃气

发展公司 30%股权注入瀚蓝环境的工作。

2014-12-25 至

2017-12-24
是

尚未履

行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创冠香

港、林积

灿、城建

投公司

将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中国大陆从事与瀚蓝环境

（包括瀚蓝环境的下属公司，下同）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以避免与瀚蓝环境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的或间接

的业务竞争；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

创冠香港拥有控制权的企业不在中国大陆从事或参与与

瀚蓝环境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的业务。

本承诺函持续有

效，且不可变更

或撤销，直至创

冠香港对瀚蓝环

境不再有重大影

响为止。

否 是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承诺

解决

关联

交易

创冠香

港、林积

灿、城建

投公司

将善意履行作为瀚蓝环境股东的义务，充分尊重瀚蓝环

境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瀚蓝环境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保证本人/本公司以及本人/本公司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其

他公司或者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今后原则上不与瀚蓝环

境（包括瀚蓝环境的下属公司，下同）发生关联交易。

本承诺函持续有

效，且不可变更

或撤销，直至对

瀚蓝环境不再有

重大影响为止。

否 是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承诺

股份

限售

创冠香

港、林积

灿、城建

投公司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取得的瀚蓝环境股份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的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但按照各方签署的《业

绩补偿协议》进行回购或者赠送的股份除外，之后按照

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014-12-25 至

2017-12-24
是 是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承诺

盈利

预测

及补

偿

创冠香港

创冠中国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实现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 6,844.23 万元、10,504.69 万元和

16,379.95 万元。

2014-2016 年度 是 是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承诺

盈利

预测

及补

偿

城建投公

司

燃气发展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实现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966.86 万元、13,124.73 万元和

13,244.62 万元。

2014-2016 年度 是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供水集团
供水集团及其子公司今后不从事与本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的业务。

2000 年 12 月 20

日起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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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再融资相

关的承诺

股份

限售
南海控股

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

2012-08-07 至

2015-08-06
是 是

与再融资相

关的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南海控股
南海控股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不开展与本公司构

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2011 年 9 月 21

日起
否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供水集团
自2015年 7月 8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票。

2015-7-8 至

2016-7-7
是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南海控股
自2015年 7月 8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票。

2015-7-8 至

2016-7-7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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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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