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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于玮

董事

出差

徐海波

高香林

独立董事

出差

周润书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易事特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30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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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证券事务代表

赵久红

王丽娟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工业北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工业北
办公地址
路6号

路6号

电话

0769-22897777-8223

0769-22897777-8223

电子信箱

zhaojh@eastups.com

wanglij@eastups.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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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989,228,300.14

3,451,726,991.79

-13.40%

363,386,100.48

317,453,256.27

14.47%

290,549,026.25

297,065,779.58

-2.19%

-166,527,812.06

-330,528,154.05

49.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4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4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9%

8.33%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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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减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843,969,304.82

10,750,304,505.82

0.87%

4,749,152,451.15

4,350,610,455.16

9.1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1,277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股数量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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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13%

1,307,936,000

0 质押

955,400,000

新余市慧盟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1%

172,704,000

0 质押

164,000,000

其他

2.65%

61,823,700

0

其他

2.46%

57,299,044

0

其他

2.28%

53,015,400

0

其他

2.15%

50,008,304

0

杜宣

境内自然人

0.49%

11,387,652

0

赵光

境内自然人

0.39%

9,080,300

0

何宇

境内自然人

0.36%

8,312,029

0

张晔

境内自然人

0.28%

6,538,100

0

中铁宝盈资产－包商银行－丰
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华融证券－平安银行－华融股
票宝 2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广
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加银基金－平安银行－方
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新余市慧盟投资有限公司、何
宇先生及张晔女士与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华融证券－平安银行－华融股票宝 2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铁宝盈资
产－包商银行－丰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广东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加银基金－平安银行－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杜宣为参与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1、公司股东扬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107,936,000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持有 200,000,000 股，合计持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1,307,936,000 股；
说明（如有）
2、公司股东新余市慧盟投资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64,000,000 股外，还通过长江证券持有 8,704,000 股，合计持有 172,7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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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3、公司股东何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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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2,029 股；
4、公司股东张晔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32,000 股外，还通过长江证
券持有 5,306,100 股，合计持有 6,538,100 股；
5、公司股东杜宣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791,052 股外，还通过国泰君
安证券持有 35,966,00 股，合计持有 11,387,652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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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光伏产业链相关业
报告期内，得益于公司对发展战略作出的预先调整，公司业绩仍保持了稳定增长，实现利润总额39,873.36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338.6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47%。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行业蓬勃发展，公司依托UPS技术优势，IDC数据中心业务实现大幅增长，实现销售收入147,437.3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06%，占2018年上半年整体营业收入的49.33%，成为公司2018年上半年业绩的重要支撑；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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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利好政策及市场需求的崛起，公司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业务实现爆发增长，实现销售收入4,946.31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434.19%；公司前期布局的电站项目在光伏新政执行前基本全部并网发电，新能源发电收入保持快速增长，实
现销售收入21,800.7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90%；随着智能微网的推广加快，公司的储能及智能微电网业务已成为公司
新的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为10,765.5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0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加大市场拓展力度，进而销
售费用增加；管理费用为11,262.6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9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计提员工股权激励费用所致；财务
费用为6,873.2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3.48%，主要原因是公司为扩大产业规模，融资借款及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增加，加之
目前受金融形势影响，融资成本激增，导致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6,652.7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49.62%，主要原因系主要系其他经营
活动支出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贯彻执行董事会制订的2018年经营战略目标，充分发挥公司综合资源优势，积极组织、创造性地
按计划有序开展各项工作，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一）以核心产品为基石、系统集成解决方案为引擎，持续整合优质资源，发展势头强劲
1、IDC数据中心业务进一步打开，带动整体业绩稳步增长
凭借长期的技术沉淀与创新和在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广电、百度、腾讯、万国等优质IDC数据中心项目的
经验积累，公司高端电源装备、智慧城市与IDC数据中心业务竞争优势凸显，市场业务进一步打开，带动整体业绩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IDC数据中心业务销售收入为147,437.3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06%。
数据中心作为数据、信息的存储中心，是各系统正常运行的核心枢纽。作为智慧城市和智慧能源系统解决方案的优秀供
应商，公司深耕微模块产品的研发及推广应用，通过精准把脉新一代数据中心的特征，提高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
运行效率，降低其PUE指标，推出一整套性能卓越、品质优良的新一代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易事特Module Cube”。
Module Cube系列解决方案包含MC1000柜式模块化数据中心、MC2000单列式模块化数据中心、MC6000双列式模块化数据
中心、MC8000集装箱式模块化数据中心四类，可涵盖小、中、大型各式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Module Cube系列各解决方案均集成了机柜系统、供配电系统、制冷系统、综合布线系统、智能监控管理系统等子系统，
组成一体化、高能效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整体解决方案。此方案与传统方案相比可使机房占用面积减少30%以上，有效降低
数据中心的资本性支出和运营成本，具有快速的系统修复性、超高的系统可靠性，不仅可以快速部署实施，还能够依据未来
的成长性做弹性规划，提供新一代高效节能的绿色IDC数据中心整体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互联网、金融、通信、政府、公
检法、医疗、交通等各行各业的数据中心。
报告期内，籍助前期参与建设广州腾讯、广州百度、广东移动等大型数据中心项目的工程经验及核心产品技术优势，公
司逐步树立起数据中心业务行业影响力与市场强势竞争力，继而陆续参与：中国移动（天津）海泰枢纽数据中心、腾讯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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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数据中心、菏泽“智慧校园”数据中心、雄安新区保定银行数据中心、天津中科遥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数据中心、中国移
动河源分公司IDC数据中心等若干项目的建设工作，创造出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公司在积极探索和采用BT、
BOT及建设自运营的多种新型商业模式，发展势头旺盛。
2、积极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新能源发电收入实现爆发式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光伏新能源产业规模渐现，前瞻性布署投建的光伏电站项目基本实现全面并网发电，进入业绩释放阶段。
报告期内，新能源发电收入大幅增长，实现收入21,800.7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90%，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
公司积极参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在安徽、阳江、韶关等地投资建设13个光伏扶贫项目，装机规模总计53.26MW，惠及54,000
余户的贫困家庭脱贫，实现了扶贫方式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伴随自持光伏新能源电站的拓展，公司拥有了的独立的项目运维团队，通过公司研发的光伏运维云平台，可以实现远程
实时监控各电站的实时负荷、发电量和重点生产指标等，包括全体电站整体情况和各电站情况分层监控，管理各电站生产全
过程，保证经营结果可控，通过精细化管理保障发电量，增加光伏业务附加值，提升经济效益，逐步实现运维队伍的创收，
为公司未来几年经营业绩的可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和有力的保障。
3、夯实新能源汽车充电业务基础，逐步拓展智能立体停车库充电站项目市场
随着新能源汽车及充电桩市场的稳步崛起，公司充分发挥遍布全国各地的充电桩市场营销网络资源优势，积极布局与开
拓各地市场。报告期内，新能源车充电桩等相关销售收入为4,946.3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4.19%。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努力强化市场布局，根据充电桩行业特点针对不同客户群（如：车企、公交集团、出租车公司、物
料公司、汽车租赁共享汽车、房企等）建立专业销售队伍，并与合作伙伴在不同的区域内通过设立合资公司等形式拓展市场，
产品方面相继推出户外一体式单枪直流充电桩、户外一体式双枪直流充电桩、交流充电桩等系统产品，车型覆盖大中小型电
动汽车，可为通勤、公交、出租、公务、私人、环卫等重点推广领域的电动汽车充电，广泛应用于湖北、湖南、广东、浙江、
江苏、陕西、山东、香港等全国各省市、地区，产品具备体积更小、效率更高、界面更友好、充电更安全、速度更快等优点，
获得良好的市场反馈。时刻关注行业发展动向，参与充电桩行业标准制定，加大产品的研发力度，在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
智慧集群充电桩以及大功率快速充电技术等方面具有非常成熟的技术积累，注重收集环境对充电桩的影响，针对海岛、严寒、
高海拔等应用环境提出一系列有效解决方案，在上川岛、新疆等地已得到应有，今年元月黑河红河谷新能源汽车试验场充电
桩项目成功开机也标志易事特充电桩可以经受寒冬的考验。公司不仅提供产品解决方案同时提供系统集成、智能充电服务网
络的布点与规划、系统运营与管理、运维服务等一揽子解决方案，具备EPC总包建站的能力。随着公司加强新能源汽车及充
电设施、设备业务的推广，加之新能源汽车行业进入稳步高速增长时期，公司将凭借领先的技术开发实力与强大的市场资源
优势，继续坚持“政府放心、客户满意、合作共赢”的经营目标，紧抓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机遇，抢占有利行业地位，拓展市
场份额，并推动智能立体停车库充电站项目市场拓展。
4、积极布局电力轨交领域，细分行业抢占市场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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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续致力于轨道交通系列产品的研发、产业化和技术服务，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信号+通信+监控+配电”系统的整
体供电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基于公司研发部门多年的精心设计，反复改进和打磨的技术平台，采用高效的IGBT整流/逆变技
术、先进的DSP全数字控制技术、智能化人机交互界面、强大的智能网络管理、先进的预警和故障隔离等技术，有效的提升
产品性能及可靠性，全系列产品历经高寒，高盐，高温，高湿，高风沙等“五高”恶劣环境的考验。产品成功应用于美国夏威
夷无人驾驶地铁项目、海南岛环岛高铁、青藏铁路、兰新铁路、武广高铁、莫斯科地铁、韩国首尔地铁等多个著名项目，以
及在深圳、广州、北京、上海、东莞，宁波，杭州，南宁，郑州、武汉、成都等城市的地铁项目。
5、依托电源技术优势，开启智能微电网及储能市场广阔空间
公司持续致力于智慧能源及并网发电、多能源互补分布式发电、储能、微电网及电力电子节能技术研究，公司自主开发
的微电网控制多功能光伏并网逆变器、智能网关、储能变流器、智能微电网能量管理系统（EMS）等先进技术产品逐步实
现产业化，已成功应用于工业园区微电网、分布式光伏储能电站、微网型光伏储能充电站示范工程建设，形成削峰填谷、电
力调频调压、海岛柴光储微电网等储能及微电网系统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引进的由加拿大工程院张榴晨院士作为团队带头人的“智能微电网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国际创新团队项目”
顺利通过广东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验收。截至项目验收共计获得了36项、软件著作权5项、制定行业标准2项、发表论文75
篇，顺利实现微电网控制逆变器、储能变流器、智能网关、微电网能量管理系统（EMS）等产品产业化，其中储能变流器、
微电网智能网关、微电网能量管理系统（EMS）获得相关权威部门成果鉴定，创造出显著的技术经济效益，标志着由易事
特集团自主研发的智能微电网关键核心技术装备研发已经处于行业的前列，为后续公司在智能能源方向的布局、智能微电网
及储能业务方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技术基础。
（二）持续加强研发实力，为业绩持续增长提供技术支撑
作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重视持续的创新研发投入，围绕智慧城市&大数据（含UPS、智能配电、动
环监控等）、智慧能源（含新能源发电、储能系统、微电网、充电站、智能车库）、轨道交通（含一体化供电系统、通信及
综合监控等）三大战略新兴产业的核心产品，系统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究、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实施工作，凸显了由创新驱
动牵引的大研发、智能制造、高端服务的合力。
截至目前，公司拥有600多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在海外完成了“一带一路”沿线欧盟、美国、德国等国家的专利输入，
公司先后荣获“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国专利优秀奖”、“广东省企业专利创新百强企业”等多项殊荣，巩固了公司在电
力电子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新增取得授权专利14件，均系原始取得。其中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
型专利6项，充分体现出公司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创新研发平台建设、人才引进与培养、政产学研合作力度，前瞻性科学布局、组织实施若干重大研发
项目，不断提升产品的市场核心竞争力；跟踪国际前沿技术发展动态，积极投身于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引领的全球高频电能变
换与控制技术革命，全方位参与和推动国家南方半导体基地的建设与发展工作，培育与发展公司颠覆性产业技术，为业绩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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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快速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强化营销体系建设，提升品牌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行“大行业、大项目、大客户”的营销策略，深化与客户的合作，针对各大事业部（智慧城市数据
中心、新能源发电系统、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轨道交通、储能系统）灵活配置对应的售后服务团队，提高快速响应能力；在
品牌推广模式上以展会论坛为基础，以“互联网+品牌”为新模式，紧密围绕集团三大战略产业进行全方位的品牌推广和市场
宣传，相继亮相印尼国际太阳能展、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等国内外知名展会，参加在上海举行的智慧城市和智慧能源系统解决
方案研讨会，向与会者展示了公司最新研发的新产品和解决方案，取得国内外市场良好反响。
（四）开展集团化管理，持续完善内控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以研产销及服务四大核心业务出发，进一步完善内控体系建设，构建了以PLM、ERP、CRM、MES四
大系统平台为核心、整合OA、eHR、SRM、BI等外围系统的未来IT架构蓝图；报告期内，公司逐步完成SAP系统上线，借
助信息化科技手段彻底解决从业务到财务一体化、研发到生产一体化、流程持续简化优化等核心问题，强化对子公司的管控，
形成集团凝聚力，实现整个流程管理、业务发展的一次飞跃，有效保障内部控制相关工作的执行，并助力从产品品质和服务
品质两个方向提升集团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价值；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内审力度，扩建审计队伍，进一步有效履行监督、
服务职能，充分发挥内审工作作用。
（五）以人为本，构建良好的人才生态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出股权激励机制，继2017年开始启动限制性股票激励首次授予计划后，继续开展实施向39名激励
对象授予137.22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让员工共同分享公司发展成果，进一步完善价值创造、价值评价、价值分配体系，以
“荣誉、责任、共享”进一步稳定人才队伍。
同时，公司继续严格推行新员工“传帮带”，按计划完成大学生、新入职人员、中基层管理干部等培训任务；开设黄埔训
练营，聘请专业导师进行实战授课，锻造“专家型营销队伍”，为公司储备人才、培养人才、输送人才，有效地提升了员工职
业技能与素养，加强了内部人才梯队建设与培养。
报告期内，公司先后组织开展亲子活动、文艺作品征集活动、羽毛球联赛、单身青年联谊活动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进一
步加强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体现了易事特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彰显了新一代易事特人的激
情、年轻与活力。
（六）专注实业经营，内生与外延并举，助力推进产业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和落实既定战略，专注实业经营，利用资本市场平台优势，通过内生式增长与外延式并举双驱
动发展路线，坚定执行管理层既定战略目标，致力于数据中心、UPS电源、逆变器、储能系统、充电桩、轨道交通供电系统
等产品技术研发、制造和服务，成为全球智慧城市和智慧能源解决方案卓越供应商，推动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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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基本情况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

股权取得

股权取得

股权取

得时点

成本

比例(%)

得方式

菏泽神州节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2018/04/13

沂源中能华辰新能源有限公司

35,000,000.00

100.00

收购

2018/04/28

100.00

收购

蒙城中森绿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05/14

100.00

收购

池州市中科阳光电力有限公司

2018/06/01

100.00

收购

广东努谢尔机电有限公司

2018/06/08

3,100,000.00

51.00

收购

购买日的

购买日至期末

购买日至期末被

确定依据

被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方的净利润

(续上表)
被购买方名称

购买日

菏泽神州节能环保服务有 2018/04/13

已支付股权款，并办理

限公司

工商变更手续

沂源中能华辰新能源有限

2018/04/28

公司
蒙城中森绿能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

已支付股权款，并办理

5,918,715.49

1,125,299.25

2,275,972.10

878,567.07

3,771,853.43

1,558,479.67

工商变更手续
2018/05/14

已支付股权款，并办理
工商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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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中科阳光电力有限

2018/06/01

公司

已支付股权款，并办理

1,335,467.27

635,276.61

5,263,975.92

409,161.48

工商变更手续

广东努谢尔机电有限公司

2018/06/08

已支付股权款，并办理
工商变更手续

(2) 其他说明
沂源中能华辰新能源有限公司系2018年4月购入的子公司，根据公司与中能华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鉴于中能华辰集团有限公司未实际出资，中能华辰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沂源中能华辰新能源有限公司100.00%股
权以0.00元价格转让给本公司。
蒙城中森绿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系2018年5月购入的子公司，根据公司与北京中森绿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北京中森绿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未实际出资，北京中森绿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蒙城
中森绿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100.00%股权以0.00元价格转让给本公司。
池州市中科阳光电力有限公司系2018年6月购入的子公司，根据公司与池州市中科阳光电力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池州市中科阳光电力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未实际出资，池州市中科阳光电力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
有的池州市中科阳光电力有限公司20.00%股权以0.00元价格转让给本公司；根据公司与深圳市池贵阳光电力有限公司签订的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深圳市池贵阳光电力有限公司未实际出资，深圳市池贵阳光电力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池州市中
科阳光电力有限公司80.00%股权以0.00元价格转让给本公司。
2. 合并成本及商誉
(1) 明细情况
项

目

菏泽神州节能环保 沂源中能华辰新能 蒙城中森绿能太阳 池州市中科阳光电力有限公
服务有限公司

源有限公司

能科技有限公司

司

合并成本
现金

35,000,000.00

合并成本合计

35,000,000.00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31,767,213.21

-9,550,491.22

3,235,963.54

2,389,043.85

3,232,786.79

9,550,491.22

-3,235,963.54

-2,389,043.85

价值份额
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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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

目

广东努谢尔机电有限公
司

合并成本
现金

3,100,000.00

合并成本合计

3,100,000.00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2,814,249.18

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285,750.82

价值份额的金额
3. 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1) 明细情况
项

目

资产

菏泽神州节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沂源中能华辰新能源有限公司

购买日

购买日

购买日

购买日

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

164,388,414.52

164,388,414.52

148,396,264.93

148,396,264.93

货币资金

581,549.18

581,549.18

858,520.83

858,520.83

应收款项

10,104,866.67

10,104,866.67

1,136,033.05

1,136,033.05

预付账款

19,313.95

19,313.95

166,149.07

166,149.07

16,034,381.10

16,034,381.10

16,016,641.19

16,016,641.19

106,275,290.45

106,275,290.45

130,090,920.79

130,090,920.79

31,373,013.17

31,373,013.17

128,000.00

128,000.00

132,621,201.31

132,621,201.31

157,946,756.15

157,946,756.15

132,621,201.31

132,621,201.31

157,946,756.15

157,946,756.15

31,767,213.21

31,767,213.21

-9,550,491.22

-9,550,491.22

31,767,213.21

31,767,213.21

-9,550,491.22

-9,550,491.22

其他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其他
负债
借款
应付款项
净资产
减：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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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

目

资产

蒙城中森绿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池州市中科阳光电力有限公司

购买日

购买日

购买日

购买日

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

154,573,473.11

154,573,473.11

94,010,615.86

94,010,615.86

货币资金

365,865.81

365,865.81

1,032,258.24

1,032,258.24

应收款项

20,357,047.91

20,357,047.91

3,837,386.45

3,837,386.45

预付账款

26,029.08

26,029.08

222,280.03

222,280.03

14,530,254.66

14,530,254.66

10,606,976.50

10,606,976.50

115,147,748.98

115,147,748.98

78,125,452.91

78,125,452.91

4,146,526.67

4,146,526.67

186,261.73

186,261.73

151,337,509.57

151,337,509.57

91,621,572.01

91,621,572.01

151,337,509.57

151,337,509.57

91,621,572.01

91,621,572.01

3,235,963.54

3,235,963.54

2,389,043.85

2,389,043.85

3,235,963.54

3,235,963.54

2,389,043.85

2,389,043.85

其他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其他
负债
借款
应付款项
净资产
减：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续上表）
项

目

资产

广东努谢尔机电有限公司
购买日

购买日

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

24,321,073.04

24,321,073.04

货币资金

2,839,566.62

2,839,566.62

应收款项

17,325,679.98

17,325,679.98

111,974.03

111,974.03

预付账款
其他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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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负债

4,043,852.41

4,043,852.41

18,820,976.61

18,820,976.61

18,820,976.61

18,820,976.61

5,500,096.43

5,500,096.43

5,500,096.43

5,500,096.43

借款
应付款项

净资产
减：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二)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

股权取得时点

实际出资额

实际出资比例

得方式
响水易铭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持股比例(%）

（%）
2018/4/12

未注资

100.00

2.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

置时点
广东易升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净利润

股权转让

2018/1/16

1,581,369.30

涉县中特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注销

2018/1/19

-5,556.23

-2,320.61

钟祥易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销

2018/4/2

微山县汇能光伏电站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2018/5/16

4,999,850.00

-150.00

微山爱康新能源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2018/5/16

995,990.75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佳
2018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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