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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7-9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2018年7-9月签约销售情况

业务情况

7-9

月

数额

7-9

月

同比增长

1-9

月

累计数额

1-9

月

同比增长

销售额

（亿元

RMB

）

产业园区结算收入额

56.00 8.74% 207.45 1.03%

房地产开发签约销售额

208.18 -15.27% 846.30 9.05%

其他业务（物业及酒店等）

7.84 17.01% 23.32 24.77%

合 计

272.02 -10.49% 1,077.07 7.70%

销售面积

(

万平米）

249.47 1.40% 961.84 53.15%

注：自2016年二季度实施“营改增” 起，公司将上述产业园区结算收入额统计口径调整为

含增值税销项税额。销售面积指房地产开发签约销售面积。

二、公司2018年7-9月房地产开发项目情况

区域

计划总投资

(

万

元）

总建筑面积

(

万

㎡

)

7-9

月销售面

积

(

万㎡

)

1-9

月销售面

积

(

万㎡

)

7-9

月结算面

积

(

万㎡

)

1-9

月结算面

积

(

万㎡

)

1

、京津冀

30,462,088.70 4,762.46 131.78 518.75 48.17 277.51

北京

966,148.47 69.02 - - - -

天津

241,867.00 46.53 0.28 0.32 - 13.91

廊坊

6,227,276.11 1,075.63 1.42 80.03 16.50 24.24

固安

8,033,102.95 1,306.02 21.77 84.39 12.37 109.77

怀来

1,777,289.74 332.11 8.55 109.14 17.44 33.51

大厂

4,520,414.07 720.30 14.79 61.89 - 66.20

香河

2,680,802.30 368.61 27.04 43.76 - 5.95

永清

2,104,068.78 262.14 2.59 16.92 - 6.55

任丘

495,504.88 101.26 13.19 16.51 - -

涿州

976,890.95 147.26 3.99 17.80 - -

文安

268,741.43 35.31 13.97 13.97 - -

北戴河

290,033.00 43.35 8.45 19.34 - -

霸州、邯郸等

1,879,949.02 254.92 15.74 54.68 1.86 17.38

2

、环南京

3,416,666.75 488.12 13.23 125.63 - 6.34

3

、环杭州

2,917,110.99 376.78 12.86 64.90 7.02 18.52

4

、环郑州

1,058,410.77 205.28 26.30 102.42 - -

5

、环合肥

370,198.68 70.95 12.43 38.57 - -

6

、环武汉

515,589.47 119.07 16.82 32.73 - -

7

、环广州

194,373.29 22.14 1.08 3.03 - -

8

、沈阳

874,440.00 180.58 19.90 49.07 5.69 5.69

9

、国际

493,952.60 87.49 15.07 26.74 - -

合计

40,302,831.25 6,312.87 249.47 961.84 60.88 308.06

注：环南京区域主要包括来安、无锡、和县、溧水等，环杭州区域主要包括嘉善、南浔等，环

郑州区域主要包括武陟等，环合肥区域主要包括舒城等，环武汉区域主要包括嘉鱼等，环广州

区域主要包括江门等。

三、公司2018年1-9月房屋出租情况

种类（住宅配

套

/

独立商业

/

公寓

/

其他）

产权主体

可供出租面

积

(

平方米

)

已出租面积

(

平

方米

)

出租率

2018

年已收

房租（万元）

住宅配套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432.68 91,634.64 91.24% 1,936.38

住宅配套 廊坊市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256.81 10,882.29 82.09% 641.11

住宅配套 大厂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9,852.64 15,853.89 79.86% 763.43

住宅配套 大厂回族自治县鼎鸿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4,790.67 4,404.65 91.94% 94.87

住宅配套 大厂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955.41 17,500.58 97.47% 384.74

住宅配套 大厂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6.70 5,764.58 95.97% 270.09

住宅配套 固安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879.22 11,086.07 74.51% 684.00

住宅配套 固安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4,670.80 52,075.64 95.25% 1,621.77

独立商业 固安幸福基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6,606.31 26,606.31 100.00% 629.00

住宅配套 永定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633.41 17,633.41 100.00% 404.25

住宅配套 怀来鼎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37,800.00 9,600.00 25.40% 54.73

住宅配套 无锡鼎鸿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6,498.55 18,792.47 70.92% 235.58

住宅配套 无锡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865.30 1,710.34 9.57% 9.91

住宅配套 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6,329.08 7,982.00 48.88% 102.27

住宅配套 北京丰科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779.40 7,202.49 82.04% 244.48

住宅配套 廊坊市云天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510.11 4,271.57 34.14% 172.76

住宅配套 廊坊市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8,405.16 14,176.63 49.91% 604.13

住宅配套 霸州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10.29 410.29 100.00% 1.02

独立商业

华夏幸福（大厂）文化影视产业园投资有限公

司

1,388.00 1,041.71 75.05% -

住宅配套 嘉兴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4,718.70 83,250.18 79.50% 620.00

住宅配套 香河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3,445.26 58,040.50 91.48% 472.82

总计

594,234.50 459,920.24

一

9,947.34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603458� � � �证券简称：勘设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0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0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阳关大道附100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0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1,093,528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49.20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张林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贵州虎峰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9,477,928 97.3555 1,070,800 1.7527 544,800 0.891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宏信创达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增加银行保函并

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9,477,928 97.3555 1,070,800 1.7527 544,800 0.891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1

关于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贵州虎峰

交通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26,918,928 94.3380 1,070,800 3.7526 544,800 1.9094

2

关于公司全资子

公司贵州宏信创

达工程检测咨询

有限公司增加银

行保函并由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的

议案

26,918,928 94.3380 1,070,800 3.7526 544,800 1.909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冠、何敏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王冠、何敏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002146� � �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2018-135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第二大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耿建明先生持有的公司部分

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年10月19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控股” ）、

第二大股东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建设” ）、实际控制人耿建明先生函告，

获悉上述股东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或解除质押。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质押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

其所持 股份

比例

本次质押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用途

荣盛控股

10,000,000 2018-10-17

自申请解除质押

之日起到期

第一创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0.65% 0.23%

一

荣盛建设

8,000,000 2018-10-17

自申请解除质押

之日起到期

第一创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1.33% 0.18%

一

耿建明

2,000,000 2018-10-18

自申请解除质押

之日起到期

第一创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0.36% 0.05%

一

合计

20,000,000

一 一 一

2.34% 0.46%

一

2、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2018年10月17日， 荣盛建设将其持有并质押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40,000,000

股公司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续。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8年10月19日， 荣盛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1，550,000,04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65%，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829,020,7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07%；

截至2018年10月19日，荣盛建设持有公司股份600,000,1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80%，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23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7%。

截至2018年10月19日，耿建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6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88%，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2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6%。

截至2018年10月19日，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荣盛建设、耿建明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2,710,000,1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33%，上述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的数量为 1,087,

020,7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00%，占上述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40.11%。

二、备查文件

1、荣盛控股《关于我公司所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

2、 荣盛建设 《关于我公司所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及

《关于我公司所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

3、耿建明先生《关于本人所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

4、《第一创业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交易清单》。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46� � �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2018-136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和

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在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注册发行不超过5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于2018

年1月31日、3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n.com.cn）发布的《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

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

告》及《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年10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2018】SCP272�号），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规定，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2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由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

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根据上述通知要求，结合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择机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并按照

发行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083� � � �证券简称：博信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6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董事（不含独立董事）计划

自2018年11月2日起的未来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 （包括但不限

于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票。本次增持金额总计不少于人民币2,500万元、且

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

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出售事项， 本次增持主体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接到公司董事长罗静女士、董事刘晖女士、董事姜绍阳先生、董事

兼董事会秘书陈苑女士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通知，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

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上述董事计划自2018年11月2日起的未来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公司董事长罗静女士、董事刘晖女士、董事姜绍阳先生、董事兼董事会

秘书陈苑女士。

（二）增持主体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董事长罗静女士通过公司控股股东苏州晟隽营销管理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公司65,300,09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8.39%；其余增持主体未持有公司股票。

（三）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无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

公司董事基于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发展前景及战略规划的认同，同时为提升投资者

信心，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和资本市场稳定，拟实施本次增持计划，以更好地支持公司未

来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二）本次增持股份的种类：博信股份（600083）A股股份。

（三）增持计划拟增持股份的金额：本次增持金额总计不少于人民币2,500万元、且不超

过人民币5,000万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近期价格波动情

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包括但不限

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方式）。

（六）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公司拟于2018年10月31日披露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本

次增持拟于2018年11月2日起实施，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

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若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

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七）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或自筹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四、其他说明

（一）参与本次增持计划的公司董事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

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公司拟于2018年10月31日披露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本次增持拟于2018年11月2日

起实施，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

规定。

（三）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出售事项，本次增持主体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增持

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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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项光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俞

建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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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9,539,038.37 3,931,795,045.21 2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46,293,794.61 2,305,685,558.61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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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062,148.53 291,293,392.85 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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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394,143.74 722,444,694.37 6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7,430,067.18 378,229,976.63 5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8,139,375.57 366,282,364.04 55.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22.45 17.97

增加

4.4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85 0.55 5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84 0.55 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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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

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224,758.80 1,011,669.31

收到的其他税收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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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2,308.74 5,673,601.31

主要是中央补助摊销形成

及其他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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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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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210,082.19 5,515,472.60

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302,424.85 -853,342.46

所得税影响额

-516,399.62 -2,056,709.15

合计

1,888,325.26 9,290,6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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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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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明集团有限公司

305,226,000 44.38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项光明

70,347,058 10.23 0

无 境内自然人

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

53,172,000 7.73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素勤

36,000,000 5.23 0

无 境内自然人

朱善玉

33,384,000 4.85 0

无 境内自然人

朱善银

27,594,000 4.01 0

无 境内自然人

章锦福

12,622,000 1.84 0

质押

3,280,000

境内自然人

章小建

8,539,600 1.24 0

无 境内自然人

朱达海

7,964,474 1.16 0

无 境内自然人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伟

明环保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7,574,240 1.1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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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明集团有限公司

305,2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226,000

项光明

70,347,058

人民币普通股

70,347,058

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

53,1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172,000

王素勤

3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0

朱善玉

33,3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384,000

朱善银

27,59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94,000

章锦福

12,62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22,000

章小建

8,539,600

人民币普通股

8,539,600

朱达海

7,964,474

人民币普通股

7,964,474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伟明环保员工

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574,240

人民币普通股

7,574,2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伟明集团持有嘉伟实业

87.50%

的股份，为其控股股东。

2

、项光明与王素勤系配偶关系，项光明与朱善玉、朱善银系外甥与舅舅

关系，朱善玉与朱善银系兄弟关系。项光明、王素勤、朱善玉、朱善银分别持有

伟明集团的

37.21%

、

5.94%

、

20.99%

、

14.48%

的股权。章锦福系项光明妹妹的

配偶，持有伟明集团的

8.42%

股权。章小建系王素勤妹妹的配偶，持有伟明集

团的

3.90%

股权。朱善玉持有嘉伟实业的

12.50%

股权。

3

、项光明、王素勤、朱善玉和朱善银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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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

主要会计科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

）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370,517,866.59 242,727,871.93 52.65

主要为龙湾公司、苍南伟明应

收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94,103,513.33 23,860,556.80 294.39

主要为伟明设备、上海嘉伟、

温州嘉伟预付货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18,394,150.54 6,494,503.80 183.23

主要为公司保证金增加及紫

金公司垫付土地征用款所致

存货

110,483,798.29 80,935,098.82 36.51

主要为伟明设备、温州嘉伟存

货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24,974,101.08 258,716,096.74 -51.69

主要为赎回理财产品所致

在建工程

860,633,581.92 453,245,944.99 89.88

主要为武义公司、界首公司、

海滨公司、万年公司等在建工

程投入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

303,014,329.31 208,396,798.38 45.40

主要为伟明设备、温州嘉伟、

苍南玉苍应付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393,558.47 948,541.66 46.92

主要为永康公司预收炉渣款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6,333,190.96 56,106,966.58 -53.07

主要为支付年终奖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22,360,000.00 38,840,000.00 -42.43

主要为昆山公司偿还贷款所

致

长期借款

676,926,557.00 301,479,982.00 124.53

主要为武义公司、界首公司、

海滨公司、万年公司取得项目

贷款所致

库存股

60,618,000.00 87,553,500.00 -30.76

主要为限制性股票到期解锁

所致

未分配利润

1,699,711,430.65 1,294,221,363.47 31.33

主要为净利润增加所致

（

2

）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

主要会计科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1-9

月）

变动比例

（

%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170,394,143.74 722,444,694.37 62.00

主要为苍南伟明正式运营确

认收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销

售成套设备收入和技术服务

费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456,536,310.68 251,977,512.03 81.18

主要为苍南伟明正式运营、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销售成套设

备增加成本所致

研发费用

9,752,766.54 3,603,977.83 170.61

主要为伟明设备研发投入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6,169,510.92 4,239,179.04 45.54

主要为应收款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665,710,250.35 427,526,323.11 55.71

主要为苍南伟明正式运营、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销售成套设

备和技术服务费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93,811.63 2,162,108.83 -49.41

主要为公司上年同期取得上

市奖励所致

营业外支出

1,947,813.00 1,214,071.63 60.44

主要为公司捐赠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664,856,248.98 428,474,360.31 55.17

主要为苍南伟明正式运营、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销售成套设

备和技术服务费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88,698,181.39 50,244,383.68 76.53

主要为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净利润

576,158,067.59 378,229,976.63 52.33

主要为苍南伟明正式运营、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销售成套设

备和技术服务费增加所致

（

3

）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1-9

月）

变动比例

（

%

）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06,324,188.73 -171,192,588.31 -195.76

主要为武义公司、海滨公司、

界首公司等在建项目购建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8,421,798.04 -25,488,502.69 996.18

主要为武义公司、界首公司、

海滨公司、万年公司取得项目

贷款收到现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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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类项目拓展情况

（1）2018年7月，公司签署《奉新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投资建设总处理

规模为900吨/日的奉新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具体见于7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并签署奉新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43）。随后为推进该项目建设，公司在江西省奉新市设立了“奉新

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具体见于8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47）。

（2）2018年8月，公司签署《双鸭山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投资建设

日处理生活垃圾900吨的双鸭山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具体见于8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双鸭山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

营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55）。随后为推进该项目建设，公司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

设立了“双鸭山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 具体见于9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67）。

（3）2018年8月，公司签署《婺源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投资建设日处理

生活垃圾500吨的婺源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具体见于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并签署婺源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56）。随后为推进该项目建设，公司在江西省婺源县设立了“婺源

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具体见于9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63）。

（4）2018年9月，公司签署《嘉善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补充协议003号》，投资建设嘉

善县生态能源发电扩容工程，处理规模为450吨/日生活垃圾焚烧、300吨/日湿垃圾处理（主要

处理餐厨、厨余垃圾及市政污泥）。具体见于9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

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嘉善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8-069）。

（5）2018年9月， 公司成功中标浙江省龙泉市静脉产业园项目一垃圾资源化协同处理工

程PPP项目，随后签署《龙泉市静脉产业项目一垃圾资源化协同处理工程PPP项目合同》，拟建

设一座生活垃圾处理厂（含生活垃圾处理、餐厨垃圾和粪便处理），项目投产后生活垃圾处理

能力不低于300吨/日、餐厨垃圾处理不低于25吨/日和粪便处理不低于15吨/日。具体见于10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并签署龙泉静

脉产业项目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73）。

2、生活垃圾清运及处理服务类项目拓展情况

（1）2018年8月，公司签署《瓯海区梧田街道垃圾中转站委托运营交接协议》，负责梧田

街道垃圾中转站的运营管理，包括中转站站内日常运行维护及垃圾运输工作，协议未约定明

确的合作期限，如后续签订其它合作协议此协议将续展或终止。

（2）2018年9月，公司与温州市瓯海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签署《瓯海区生活垃圾中转站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就瓯海区行政区域内固体废弃物收运、转运及处置等环境治理项目合作事宜

达成协议。具体见于9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生活垃圾中转清运合同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68）。

（3）2018年9月， 公司与深圳市龙华区城市管理局签署 《深圳市龙华区垃圾运输处理协

议》，公司以其投资建设运营的垃圾处理项目，负责运输处理深圳市龙华区内产生的1,000吨/

日垃圾，服务期30年，服务期自项目建成开始正常接收处理龙华区垃圾之日起算。协议未尽事

宜将以补充协议方式明确。

（4）2018年9月，公司下属子公司温州中智与温州龙湾区行政综合执法局签署《龙湾区易

腐垃圾清运委托运营协议书》，负责指定小区分类出的易腐垃圾的运输、处理，服务期限一年。

（5）报告期后，公司与江西省靖安县人民政府签署《靖安县生活垃圾处理委托协议书》，

公司以其投资建设运营的垃圾处理项目，负责处理靖安县域内的所有生活垃圾，服务期约30

年。

3、其他

（1）报告期内，各投产项目生产运营正常，武义项目于9月底两炉两机投入试运行；瑞安

项目二期、万年项目、界首项目开始接受生活垃圾；樟树项目完成项目核准和环评批复，进入

建设阶段；临海项目二期、玉环项目二期和嘉善项目二期完成项目核准，永康餐厨项目完成项

目环评批复。

（2）报告期内，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东阳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具体见于9月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

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71）。

（3）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伟明设备设立分公司“伟明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温州餐厨

设备分公司” ，该公司住所，浙江省温州市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沙城街道永强大道2688号；法

定代表人，项鹏宇；营业期限，2018年7月18日至长期；经营范围，餐厨设备、环保设备的制造、

研发、销售、安装及维护、售后和技术服务，垃圾处理技术的研究、咨询服务。

（4） 报告期内， 公司下属子公司中环智慧设立控股子公司“成都中环智慧环境有限公

司” ，该公司住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14号5栋1单元8楼801号；负责人，何志明；注册资本，伍

仟万元，中环智慧出资比例51%；营业期限，2018年7月2日至永久；经营范围，环境保护检测，环

保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清洁服务，环境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公用工

程的设计、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城乡规划服务（凭资质证书经营），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不得开展经营活动），环保专用设备

的研发、销售、租赁、技术服务，固体废弃物治理（不含危险废物、废气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水

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软件开发，云平台服务（不含许可经营项目），绿化管理，机械设备

研发、租赁。

（5）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中环智慧设立分公司“中环智慧环境有限公司青岛分公

司” ，该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振华街万丽国际广场1907；负责人，林泉；营业期限，

2018年7月3日至长期；经营范围，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清洁服务（不含餐具消

毒），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

（6）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中环智慧设立分公司“中环智慧环境有限公司嘉善分公

司” ，该公司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罗星街道铂金广场515室；负责人，王丽莉；营业期限，

2018年7月4日至长期；经营范围，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清洁服务（不含餐具消

毒），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

（7）2018年8月，公司荣获证券时报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选“中国主板上

市公司价值百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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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公司目前经营情况，经财务部初步测算，预计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发生大幅增加，增幅为40%到60%。主要原因为本期苍南伟明正式

运营确认收入、公司下属子公司销售成套设备收入和技术服务费收入增加所致。

公司名称：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项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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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第三季度主要

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一号一一般规定》和《上市公司行

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六号一环保服务》的要求，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从事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运营并发电，公司现将相关项目运营并发电业务的2018年

度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据公司初步统计，2018年第三季度， 公司及下属相关子公司合计完成发电量40,736.20万

度，上网电量32,995.35万度，平均上网电价0.647元/度，垃圾入库量110.67万吨。2018年公司及

下属相关子公司合计完成累计发电量114,172.10万度，累计上网电量93,049.72万度，平均上网

电价0.647元/度，累计完成已结算电量80,223.62万度，累计垃圾入库量308.80万吨。

相关经营数据分区域统计如下：

区域 项目

2018

年第三季度

2018

年三季度累计

浙江省内

发电量（万度）

34,757.91 96,323.36

上网电量（万度）

28,210.50 78,797.98

平均上网电价（元

/

度）

0.645 0.645

结算电量（万度）

67,659.52

垃圾入库量（万吨）

93.50 255.81

浙江省外

发电量（万度）

5,978.29 17,848.74

上网电量（万度）

4,784.85 14,251.75

平均上网电价（元

/

度）

0.658 0.656

结算电量（万度）

12,564.10

垃圾入库量（万吨）

17.17 52.99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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