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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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姚新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存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平湖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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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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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

10,204,563,480.95

10,109,941,880.25

0.94%

3,490,108,913.61

3,214,378,917.31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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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764,932.47

-40.93%

4,132,746,551.69

-22.00%

21,557,850.00

-59.37%

290,432,872.45

14.30%

6,081,004.27

-87.98%

27,723,602.19

-87.44%

-291,468,223.08

-1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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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7

-59.40%

0.3464

14.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7

-59.27%

0.3462

14.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

-1.09%

8.71%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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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495,6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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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70,403.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65,231.49

减：所得税影响额

37,411,796.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2,579,731.20
262,709,27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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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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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9,71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浙江盾安精工集
团有限公司
盾安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68%

360,000,000

0 质押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6%

89,069,416

0

1.57%

13,203,000

0

1.3%

10,928,000

0

其他

1.24%

10,499,795

0

国有法人

1.07%

9,000,000

0

其他

0.83%

7,000,000

0

境内自然人

0.78%

6,594,249

0

其他

0.74%

6,281,560

0

境内自然人

0.61%

5,131,056

0

数量
180,000,000

平安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约定购回 其他
专用账户
合肥通用机械研
究院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
银华核心价值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中航鑫港担保有
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陈晓军
中国人民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分
红
沈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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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36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3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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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
中国建设银行－银华核心价值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陈晓军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分红
沈荣根

89,069,416 人民币普通股

89,069,416

13,2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03,000

10,9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28,000

10,499,795 人民币普通股

10,499,795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6,594,249 人民币普通股

6,594,249

6,281,560 人民币普通股

6,281,560

5,131,056 人民币普通股

5,131,056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为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其他股东之间，前 10 名其他无限售流

说明

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其他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1、公司股东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36,000,000 股，通过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000,000 股，实际合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计持有 360,000,000 股。2、自然人股东陈晓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 股，通过中
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594,149 股，实际合计
持有 6,594,249 股。3、自然人股东沈荣根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131,056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131,056 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陈伟峰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5,000,000股股份与平安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报告期内，购回交易所涉股份数量为1,797,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21%；截至报告期末，陈伟峰约定购回交易所涉股份数量为13,20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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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说明
1、应收票据本报告期末比期初增长61.4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资金充裕，为节约财务成本而
减少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所致。
2、预付款项本报告期末比期初增长65.52%，主要原因系预付项目工程款、设备款增加所致。
3、应收利息本报告期末比期初增长3,987.26%，主要原因系银行定期存款增加引起应收利息相应增加。
4、其他应收款本报告期末比期初增长893.29%，主要原因系公司转让光伏资产业务及延伸权益，按协
议尚未收到剩余债权款和股权转让款；以及尚未收到太原炬能再生能源供热有限公司收购永济项目资产剩
余转让款所致。
5、投资性房地产本报告期末比期初增长57.72%，主要原因系母公司新增厂房出租所致。
6、在建工程本报告期末比期初下降94.00%，主要原因系原子公司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多晶
硅项目完工验收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7、工程物资本报告期末比期初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系原子公司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多晶硅
项目完工从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
8、预收款项本报告期末比期初增长573.2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制冷设备产业收到客户预收款增加。
9、应交税费本报告期末比期初下降38.64%，主要原因系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
10、应付利息本报告期末比期初下降49.9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支付了公司债券利息。
1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本报告期末比期初下降35.69%，主要原因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已到
期归还。
12、长期借款本报告期末比期初增长115.53%，主要原因系子公司盾安(天津)节能系统有限公司取得长
期流动资金贷款所致。
13、长期应付款本报告期末比期初下降39.57%，主要原因系原子公司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
长期应付款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14、外币报告折算差额报告期末比期初下降351.77%，主要原因系泰铢兑换人民币汇率下降使外币报
表折算差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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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少数股东权益本报告期末比期初下降76.3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以持有的太原炬能再生能
源供热有限公司77%股权与太原市乾川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盾安(天津)节能系统有限公司38%股权进行置
换，置换完成后，公司持有天津节能100%股权，太原炬能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二、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说明
1、财务费用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64.01%，主要原因系公司原多晶硅项目今年投产运营，该项目
转让前的借款利息支出费用化及公司2012年7月份发行公司债而增加财务费用支出所致。
2、资产减值损失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79.16%，主要原因系公司原子公司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计提存货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3、投资收益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16,255.5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处置光伏资产业务及延伸权益
取得投资收益所致。
4、营业外收入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下降34.7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助减少。
5、少数股东收益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下降125.28%，主要原因系公司可再生能源业务1-6月份部分项
目工期延后，导致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
6、其他综合收益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下降190.58%，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公司持有芜湖海螺型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说明
1、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100.0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到芜湖海
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分红比上年同期增加。
2、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下降65.90%，主要原因
系原子公司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多晶硅项目款项至2012年年底基本支付完成，以及公司可再生能
源业务1-6月份部分项目工期延后。
3、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5,642.2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
4、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下降96.76%，主要原因系去年原子公司太原
炬能再生能源供热有限公司采用BT模式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项目的投融资增加，而今年未发生。
5、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282.4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完成。
6、分配股利、利润或偿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下降39.02%，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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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未进行利润分配。
7、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102.8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支付融资
租赁咨询费所致。
8、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下降335.81%，主要原因系泰铢兑换人民
币汇率下降。
9、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184.24%，主要原因系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入
金额增加所致。
1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下降176.44%，主要原因系公司今年资金充裕，
为节省财务成本而减少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所致。
1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114.16%，主要原因系公司今年处置光伏
资产业务及延伸权益收到部分债权转让款与股权转让款所致。
1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下降87.78%，主要原因系公司去年发行公司债
券，今年未发行。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公司于2013年6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及于2013年6月19日召开的2013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资产整合的议案》与《关于股权置换的议案》。公司下属子公司
盾安(天津)节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节能”）收购太原炬能再生能源供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
原炬能”）的泰安项目、武安项目、云宁项目和霍州项目的资产业务及相关债权债务，太原炬能收购天津
节能的永济项目资产业务及相关债权债务。此外，同意公司以持有的太原炬能77%股权与太原市乾川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节能38%股权进行置换，置换完成后，公司持有天津节能100%股权，持有太原炬能股
权为0。截至报告期末，股权交割已全部完成。
2、公司于2013年6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及于2013年6月19日召开的2013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光伏资产业务及延伸权益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将持有的
内蒙古盾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盾安光伏”）、内蒙古盾安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
蒙盾安电力”）、甘肃盾安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盾安电力”）、新疆伊吾盾安光伏电力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疆盾安电力”）四家公司100%股权及其延伸权益（即在鄂尔多斯城梁井田的1.3亿吨煤炭
资源配置权）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全部转让给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集团”）或/及其指定
第三方。

8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公司于2013年6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署〈投资合
作框架协议〉和〈债权收购暨债务重组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内蒙盾安光伏签署《债权收购暨债务重组协议》，与盾安集团、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本”）、
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建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投信托”）、内蒙盾安光伏、内蒙
盾安电力、甘肃盾安电力、新疆盾安电力签署《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债权收购暨债务重组协议》的约定，公司将对内蒙盾安光伏享有的其中人民币80,000.00万元到
期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信达公司收购标的债权且向公司支付收购价款人民币
80,000.00万元。
盾安集团以货币资金76,600.00万元、中建投信托以货币资金60,000.00万元、信达资产以货币资金
16,600.00万元、信达资本以货币资金10.00万元共同投资设立宁波信安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
资本 153,210.00 万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宁波信安达设立后，公司按照《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
条件向其转让持有的内蒙盾安光伏、内蒙盾安电力、甘肃盾安电力、新疆盾安电力四家公司100%股权及延
伸权益（即在鄂尔多斯城梁井田的1.3亿吨煤炭资源配置权）。
2013年6月27日，公司收到信达公司支付的债权转让款人民币80,000.00万元；2013年6月28日，公司收
到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0,000.00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股权交割已全部完成。
3、公司于2013年7月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及于2013年8月23日召开的2013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自有闲
置资金利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增加公司收益，使用不超过8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择机购买短期（投资期
限不超过一年）低风险的理财产品。
2013年9月24日，公司与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签订《东兴证券－浙兴3号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将自有闲置
资金人民币20,000万元委托东兴证券用于认购银华财富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发行的“银华资本-紫檀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投资期限一年，预期年化收益率为7.86%。
4、公司股权激励的实施情况及其影响：截至2013年8月12日，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
二个行权期（预留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全部完成，首次授予27名激励对象共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
为549万股，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均未行权。公司4名董事和高管激励对象喻波、葛亚飞、江挺候和何晓梅本
次行权所获得合计192万股股份按相关规定自上市之日起锁定六个月，其余23名激励对象本次行权所获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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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57万股股份无锁定期。本次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本相应增至843,427,460股。
5、公司于2013年8月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对应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因公司未能达到《首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规定的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的绩效考核目
标，决定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的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对应的全部股票期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3 年 06 月 04 日

编号：2013-048

天津节能、太原炬能资产整合及股权置
换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3 年 06 月 04 日

编号：2013-049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3 年 06 月 04 日

光伏资产业务及延伸权益转让

编号：2013-050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3 年 06 月 28 日

编号：2013-057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3 年 07 月 02 日
注销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预留授予
第二个行权期）的全部股票期权

编号：2013-059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3 年 08 月 26 日

编号：2013-073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3 年 07 月 24 日

编号：2013-064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3 年 09 月 26 日

编号：2013-078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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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其所
截至报告期末，

控股或参股的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盾安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企业为避免与
贵公司形成同
业竞争，在贵公
司从事生产经

2004 年 07 月 05
日

盾安控股集团
持续

有限公司未有
违反承诺的事
项发生。

营的范围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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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接或间接
地从事与贵公
司主要业务构
成竞争的相同
或相似的业务，
如因本公司违
反上述承诺给
贵公司造成任
何直接或间接
损失，本公司将
向贵公司承担
全面的赔偿义
务。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无

四、对 2013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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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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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30%

至

0%

20,826.34

至

29,751.91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9,751.91

1、铜、锌、钢等金属材料作为公司生产用主要原材料，原材料价格的大幅
波动将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业绩预测的准确性；2、公司持有的芜湖海螺型材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出售与否，将在很大幅度上影响预测的准确性。3、
公司可再生能源业务由于部分项目建设进度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业绩
预测的准确性。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合计

最初投资 期初持股 期初持股 期末持股 期末持股 期末账面 报告期损 会计核算
成本（元）数量（股）比例（%）数量（股）比例（%）值（元） 益（元）
0.00

0

--

0

--

0.00

0.00

科目
--

股份来源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11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持有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395.4545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法人股），按照2013年
9月30日的收盘价6.82元/股计算的公允价值计231,569,996.90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尚未出售所持海螺型
材的股份。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姚新义
2013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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