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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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根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蔡晓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蔡晓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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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1,835,851,327.79

11,216,201,113.01

5.52%

4,149,594,815.47

3,626,849,717.57

1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1,584,151,678.81

75.73%

3,133,596,866.96

57.65%

301,843,754.45

31.67%

617,549,383.47

23.99%

294,997,852.17

31.68%

610,840,558.78

24.27%

37,929,135.77

-2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13

30.78%

0.5754

23.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02

30.26%

0.5702

21.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4%

0.18%

15.67%

-0.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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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7,145.45 股份报废车辆
股份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
委会海淀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
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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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97,966.71

克什克腾社会就业中心的援企
稳岗补贴；
赤峰财政创新资金。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588,750.15 清新诚和投资收益及理财收益
-45,680.09 捐赠支出、出售废品等
2,907,86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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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29,696.78

合计

6,708,824.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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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7,426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
公司
新疆中能华源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王瑜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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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82%

483,226,200

0

质押

363,940,7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2%

51,980,000

0

质押

12,630,000

境内自然人

3.13%

33,780,000

0

其他

2.12%

22,861,306

0

境外法人

0.72%

7,711,066

0

其他

0.68%

7,321,030

0

其他

0.54%

5,799,643

0

其他

0.49%

5,287,010

0

其他

0.47%

5,071,000

0

中金公司－宁波银行－
中金公司清新 1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富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 深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时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8L-FH002 深
中国农业银行－富国天
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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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德盛精选股票证券投

其他

0.45%

4,900,000

0

资基金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

数量

483,226,200

人民币普通股

483,226,200

新疆中能华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1,9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1,980,000

王瑜珍

33,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780,000

22,861,306

人民币普通股

22,861,306

7,711,066

人民币普通股

7,711,066

7,321,030

人民币普通股

7,321,030

5,799,643

人民币普通股

5,799,643

5,287,010

人民币普通股

5,287,010

5,071,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71,000

4,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00,000

中金公司－宁波银行－中金公司清新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富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
分红-018L-FH001 深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18L-FH002 深
中国农业银行－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
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盛精选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1、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和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1、公司股东新疆中能华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180,000 股股份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户持有 37,800,000 股股份，实际合计持有 51,980,000 股股份。
说明（如有）

2、公司股东王瑜珍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3,000,000 股股份外，还通过信
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780,000 股股份，实际
合计持有 33,780,0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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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科目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76%

期初绿色债券融资部分已经投入项目建设

应收票据

46%

主要为公司业务增长，收到承兑汇票较多

预付款项

41%

主要为公司业务增长，货物采购预付款增加

存货

60%

主要为公司业务增长，货物采购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63%

进项税金被抵扣而减少

无形资产

47%

天津子公司、盐城子公司购买土地

开发支出

53%

本年研发立项增加，相应的研发投入也增加

短期借款

-42%

公司归还了到期的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4%

主要为上年末奖金在本期发放

应付利息

310%

主要为本期计提的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35%

主要为公司建造业务增长，收取施工单位的投标及施工保证金

其他流动负债

24340%

主要是本期新增的超短融资券

营业收入

58%

主要为报告期建造项目及运营项目数量稳步增加，促使收入增长

营业成本

68%

主要为收入增长；市场原材料及劳务价格上涨

销售费用

59%

主要为公司持续加大市场开发力度，导致相关费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52%

主要为职工薪酬增加，业务规模扩大导致相关管理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4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

主要为上年融资额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偿付了到期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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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进展
2016年4月24日和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
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2016年7月18日，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中金公司清新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已陆续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完成公司股票22,861,306股，购买均价17.44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5%。该
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自2016年7月19日起12个月，截至2017年7月18日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已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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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目前公司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处于存续期。
（二）公司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实行及进展
公司分别于2017年8月10日和2017年8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17年度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公司实施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委托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通过二级市场、大宗交
易购买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并持有公司股票。截至报告期末公司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尚未购买本公
司股票。
（三）公司201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展
1、2017年8月10日，公司分别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1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注销公
司201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期权的议案》，因公司2014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的激励对象
3人离职，1人因2016年度个人业绩考核结果为E（不及格），行权系数为0%，公司首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总人数由80名调整至76名，公司因上述情形注销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权激励股票期权
55.8万份，第二期可行权数量为730.2万份。
2017年5月22日召开的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以公司总股本
107,319.66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元人民币（含税）。2016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7年7月12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201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的规定，
对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行权价格由10.71元/股调整为10.61元/股。预留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由17.49元/股调整为17.39元/股。
2、2017年8月10日，公司分别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暨可行权的议案》，
根据《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公司2016年度个人业绩
考核结果，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为76名，本次可行权数
量为730.2万份，行权期限为2017年1月14日至2018年1月13日，行权价格为10.61元/股。本次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为11名，本次可行权数量为118.4万份，行权期限
为2017年7月12日至2018年7月12日，行权价格为17.39元/股。
3、截至2017年9月30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首次
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76名激励对象中有65名已行权，行权数量为4,787,390股；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12名激励对象中5名已行权，
行权数量为137,300股。公司股本因此增加4,924,69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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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立子公司
1、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
2017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不超过1,000万元港币在香港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清新环境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7月25
日清新环境香港有限公司办理完成工商登记手续。
2、设立印度全资子公司
2017年8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印度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不超过300万元人民币在印度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清新环境印度有限公司（暂定名，最
终以实际核准的名称为准）。截至本报告期，尚未办理完成工商登记手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清新环境：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 年 08 月 11 日 2017-049）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清新环境：2017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公司 2017 年员工持股计划实行

2017 年 08 月 29 日 2017-064）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清新环境：关于公司 2017 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公
2017 年 09 月 27 日 告编号：2017-072）刊登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清新环境：关于调整公司 201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激励对
2017 年 08 月 11 日 象、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3）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清新环境：关于注销公司 201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期
2017 年 08 月 11 日 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4）刊登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清新环境：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公司 201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展 2017 年 08 月 11 日

期、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暨可行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55）刊登于《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清新环境：关于 2014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调整完成的公告

2017 年 08 月 19 日 （公告编号：2017-058）刊登于《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清新环境：关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
2017 年 09 月 12 日 式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6）刊登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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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环境：关于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的
《中国证券报》
2017 年 09 月 12 日 公告（公告编号：2017-067）刊登于《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清新环境：关于在印度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 年 08 月 11 日 2017-052）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设立印度全资子公司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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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承诺：锁
定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
股份限售承诺
高级管理人员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

严格遵守

职后一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 2011-4-22

承诺

的公司股份，离职后 18 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公司股份的数量占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股权激励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

自期权行权之日起六个月内不
股份限售承诺

卖出所持的全部公司股份（含

六个月

行权所得股份和其他股份）。

严格遵守
承诺

第一期：博惠通 2019 年度的
《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
试报告》出具且确认李婕、周
磊无需履行补偿责任之日或上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北京博惠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李
婕、周磊

股东追加锁定
期承诺

述报告确认李婕、周磊需要履
行补偿责任且李婕、周磊按协 2017-7-19 三年
议约定履行完毕全部补偿责任

严格遵守
承诺

之日，李婕、周磊可解锁的股
票为其取得的购入股票的
50%；
第二期：2020 年 12 月 31 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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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李婕、周磊可解锁的股票
为其取得的购入股票的剩余
50%。李婕、周磊承诺自其实
际取得购入股票之日起至锁定
期届满之日止，不得对购入股
票进行任何权利处分行为（含
对股票收益权的处分）。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15.00%

至

45.00%

85,583.16

至

107,909.20

度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74,420.14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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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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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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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7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7 年 09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清新环境：2017 年 7 月 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清新环境：2017 年 9 月 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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