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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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仁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梁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梁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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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2,523,492,808.99 10,994,938,944.75 1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248,327,883.50 4,343,418,610.61 20.8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14,138,313.98 -5.98% 1,395,850,538.25 -1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206,540.19 -59.13% 33,465,403.37 -7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8,555,570.39 -50.58% 6,329,603.25 -95.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40,855,013.82 45.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60.00% 0.03 -82.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60.00% 0.03 -82.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5% -65.69% 0.65% -81.5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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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0,155.13 

股权投资及其他长期资产处

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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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1,340.1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1,395,060.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14,423.6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7,822.37 进项税额加计扣除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48,330.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5,8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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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7,135,80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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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09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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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杨树蓝天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68% 170,763,781 155,135,328 质押 170,735,328 

殷晓东 境内自然人 11.12% 113,842,569 113,842,569   

北京杨树嘉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21% 94,316,806 94,316,806 质押 94,316,806 

京蓝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3% 72,000,000 0 质押 50,026,701 

乌力吉 境内自然人 5.65% 57,814,766 57,814,766 质押 47,999,998 

半丁（厦门）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0% 48,141,732 48,141,732 质押 36,330,708 

融通资本（固安）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3% 30,037,546 30,037,546 质押 30,037,546 

朗森汽车产业园开

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3% 29,020,555 29,020,555 质押 29,020,555 

天津北控工程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1% 22,603,153 22,603,153 质押 22,603,153 

樊利民 境内自然人 1.07% 10,934,605 9,609,90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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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控股有限公司 7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000 

北京杨树蓝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628,453 人民币普通股 15,628,453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团险分红 6,999,211 人民币普通股 6,999,211 

彭玉森 6,971,725 人民币普通股 6,971,725 

林锋 4,533,840 人民币普通股 4,533,840 

杨积顺 2,16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3,000 

李劲霆 2,127,659 人民币普通股 2,127,659 

#黄楚楠 2,107,601 人民币普通股 2,107,601 

杨洋 2,059,013 人民币普通股 2,059,013 

樊海平 1,966,420 人民币普通股 1,966,4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关联股东北京杨树蓝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杨树嘉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京蓝控股有限公司、半丁（厦门）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融

通资本（固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互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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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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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387,496,070.15 590,334,702.96 -34.36% 系因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公司经营、投资及

筹资活动综合引起变动 

应收票据 5,300,000.00 15,912,693.98 -66.69% 系因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公司票据到期引起

应收票据变动 

应收账款 2,029,051,755.82 548,742,296.08 269.76% 系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积极与业主

结算引起应收账款变动 

预付款项 429,542,734.25 189,781,079.06 126.34% 系因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公司业务量增长，

生产经营涉及的预付款增加引起预付款项变

动 

存货 3,906,866,879.11 4,568,934,899.67 -14.49% 系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积极与业主

结算、在施项目建设投入引起存货变动 

其他流动资产 80,999,933.33 170,922,159.81 -52.61% 系因公司积极与业主结算，销项税额增加，待

抵扣进项税减少引起变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1,072,365,279.50 不适用 系因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金融资产进

行重分类引起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271,217,309.50                               

-    

不适用 系因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金融资产进

行重分类、增加对京蓝云商投资引起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变动 

开发支出 20,132,230.04 870,466.46 2212.81% 系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对拟资本化

的开发项目持续投入引起开发支出变动 

商誉 2,176,238,709.61 1,251,104,313.38 73.95% 系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引起商誉变动 

递延所得税资产 43,727,998.61 32,508,027.59 34.51% 系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增加，引起递延所得税资产变动 

其他非流动资产 418,772,160.93 675,789,110.11 -38.03% 系因公司完成对中科鼎实的收购，引起其他非

流动资产变动 

应付票据 58,073,772.25 180,362,173.27 -67.80% 系因公司票据到期引起应付票据变动 

应付职工薪酬 32,751,915.85 18,662,684.29 75.49% 系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引起应付职工薪

酬变动 

其他应付款 987,104,389.30 422,778,257.27 133.48% 系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业务量增

长，日常经营涉及的其他应付款增加引起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238,050,700.97 177,261,404.32 34.29% 系因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公司长期负债1年

内到期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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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负债 30,413,042.85                               

-    

100.00% 系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引起 

长期借款 136,009,992.98 305,678,814.90 -55.51% 系因公司长期负债1年内到期引起 

长期应付款 87,665,947.78 145,941,836.03 -39.93% 系因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公司偿还本金及利

息、长期负债近期到期引起 

递延收益 8,959,783.05 5,487,820.39 63.27% 系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政府补助增

加引起 

少数股东权益 247,350,200.42 145,703,893.54 69.76% 系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引起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研发费用 13,663,568.27 7,794,353.71 75.30% 系因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公司加大技术研发

投入引起 

信用减值损失 -7,970,491.83                               

-    

不适用 系因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减

值损失”列示在本科目 

资产减值损失 -6,179,352.35 8,812,916.43 不适用 系因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减

值损失”列示为“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处置收益 -82,389.37 15,084.66 -646.18% 系因公司对资产进行处置产生损失引起 

营业外收入 863,186.22 71,380.54 1109.27% 系因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公司收到政府补助

引起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40,855,013.82 -620,367,725.50 45.06% 系因公司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支付的押金及

保证金较上年同期减少等因素引起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0,666,706.35 -415,241,580.19 143.51% 系因公司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收回项目公司

款项引起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3,650,016.92 460,344,872.05 -90.52% 系因公司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公司融资结构

变化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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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于2018年9月21日、2018年10月22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均

审议通过了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鼎实”）56.7152%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宜（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截至目前，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已实施完毕，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仍在推进中。

因本次交易相关决议有效期即将届满，为顺利推进本次交易，经公司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本次交易相关

决议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至中国证监会核发的批复有效期届满日即2020年1月

10日。 

二、项目进展 

1、2019年中科鼎实中标了山东大成农化有限公司第二期土壤修复项目--包二：A-6区土壤及地下水修复施工项目，收到

中标通知书后，中科鼎实于2019年2月28日与发包方山东大成农化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该项目的《工程承包合同》，金额为

14,701.86万元。后因国家调整税率，原适用10%的税率调整为9%，基于此，中科鼎实与山东大成农化有限公司签署了《补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8 

充协议》，将合同金额调整为14,568.20万元，目前该项目按照合同约定有序开展中。 

2、2019年中科鼎实与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河北省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了原长沙铬盐厂

铬污染整体治理项目柔性垂直风险管控系统工程总承包（以下简称“本项目”），中标金额322,986,755.30元。2019年9月29日，

中科鼎实已与相关方签署完成了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该合同分为三个部分：（1）《建设工程设计合同》，

项目工程总投资约人民币48,817万元，设计费为450.37万元；（2）《湖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主要内容包括原长沙铬

盐厂和原湘岳化工污染区域四周建设封闭式HDPE膜垂直防渗墙，其轴线长度约2,000米；已解毒铬渣堆场污染区域四周建设

封闭式HDPE膜垂直防渗墙，其轴线长度约700米；已解毒铬渣堆场污染区域顶部生态封场绿化，面积约40亩。资金来源为

财政资金，合同价款为31,848.31万元。（3）《联合体投标协议书》，该部分为联合体成员在投标前签署的协议，对各成员单位

内容的职责分工进行了约定。 

3、2017年，公司下属公司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与河北上善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富涌谷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组成联合体中标了巨鹿县现代农业“田田通”智慧节水灌溉项目社会资本方采购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中标后联合体

成员与巨鹿县水务局共同签署了具体的项目合同并成立了项目公司京蓝沐禾巨鹿田田通农业供水有限公司。后因客观情况的

变化，使该项目未能开工，项目合同亦无法继续履行。经各方协商，就终止本次合作达成一致，并于2019年10月19日共同签

署了《解除协议》，该协议约定由巨鹿县水务局承担水利物资供应站前期发生的费用，其余前期费用由联合体成员承担，同

时由各方尽快办理保证金退还及项目公司注销手续。截止本报告披露日，相关手续还在办理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延长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有关事宜期限 

2019 年 09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33 

中科鼎实与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省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原长

沙铬盐厂铬污染整体治理项目柔性垂直风险管控

系统工程总承包项目 

2019 年 10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36 

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与河北上善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富涌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组

成联合体中标了巨鹿县现代农业“田田通”智慧

节水灌溉项目社会资本方采购项目 

2017 年 09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7-148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8年11月29日召开的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公司拟采用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自有或自筹资金3,000万元至6,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3,177,966股至6,355,932股，

回购的股份拟作为公司后期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之标的股份，如后续未能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则将已回购股

份予以注销。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后12个月内，实施起始日预定为公司完成收购

中科鼎实部分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发行股份结束之后。 

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不得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目前公司已完成向中科鼎实交易对方发行股份事宜，募集

配套资金事项仍在持续推进中，因此公司回购股份事项尚未开始实施。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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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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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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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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报告期内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的流通股东、项目进展、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进展情况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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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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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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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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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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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证券投资情况
	五、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七、报告期内接待、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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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