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098                                                  公司简称：森特股份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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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0年 4月 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72,001,800.00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33.88%。由于公司可转债将于 2020 年 6

月 25日进入转股期，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股本存

在增加的可能，公司拟维持每股现金分红和资本公积金转增的比例不变，最终将以利润分配股权

登记日总股本数量为基数，相应调整现金分红和资本公积金转增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

公司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此预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森特股份 60309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晓楠 马继峰 

办公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20号

楼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

北街2号20号楼 

电话 010-67856668 010-67856668 

电子信箱 stock@centerint.com stock@centerin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销售绿色、环保、节能新型建材并提供相关工程设计、生产、

安装和售后等一体化服务，主要承接金属围护系统工程（屋面系统、墙面系统）和声屏障系统工

程，提供从工程咨询、设计、专用材料供应和加工制作到安装施工全过程的工程承包服务。公司

多年来不断加强在技术研发、产品系统集成、深化设计、施工组织、工程运营管理方面的投入，

目前已成长为行业内领先的建筑金属围护系统一体化服务商。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金属复合幕墙板、金属屋墙面单层板（铝镁锰合金板、镀制烤漆板）和

隔吸声屏障板，目前已形成金属围护系统和噪声治理系统两大业务板块，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建

筑、公共建筑及交通工程领域。公司设立初期产品主要以金属围护系统为主，隔声降噪是围护系

统的基本建筑功能之一，所以围护系统本身也包含了建筑声学设计及声环境改善等多项声学技术。

通过对围护系统中隔声降噪技术的抽取，并结合道路及室内噪声治理系统的技术要求，公司引进

了复合隔吸声屏障板的自动化连续生产线、吸收了高速铁路声屏障板技术、自主研发了复合隔吸

声屏障板，同时，完成了多项应用创新，如：隐柱式声屏障系统和外挂式声屏障系统，这些产品

及应用均取得了国家专利授权。自 2010 年正式进入噪声治理领域以来，销售收入连年增加，目前

已成为国内铁路和市政道路噪声治理领域的主要解决方案提供商。 

(二)经营模式 

1、金属围护行业经营模式 

建筑金属围护行业经营模式包括工程业务模式和产品销售模式两类。部分综合实力较强的企

业能提供围护系统设计、制造、安装施工一体化服务，直接面向业主或总包单位承揽项目。此外

部分企业定位于围护系统的专业制造商，侧重于围护系统的生产与产品销售，不提供安装施工服

务。 

建筑金属围护工程不同于土建、主体工程，属于专项分包工程，业主在确定项目建设方案后，

通常以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总包和分包单位。常见的发包模式包括总包模式与分开发包模式两种： 

第一种总包模式，如下图所示。由业主确定总包后再委托总包确定围护等专项分包单位，在

该模式下，围护专项分包单位和总包单位签订合同，并与总包进行结算。 

 

 

 

 

 

二次发包 
围护专项分包 工程业主 总包 

监理 

设计院 



总包模式流程图 

第二种分开发包模式，如下图所示。在该模式下，总包以及主要专项分包单位均由业主直接

确定，围护专项分包单位直接和业主签订合同，并与业主进行结算。 

设计院总包（不含围护等专项分包工程）围护专项分包工程业主监理分开发包模式流程图 

 

 

 

 

 

 

 

 

分开发包模式流程图 

对围护专项分包单位而言，不同发包模式下合同签订主体以及结算主体存在差异，但业务流

程仍是围绕各个项目展开，行业内企业通常采取项目制的经营模式。 

2、声屏障行业经营模式根据应用领域不同，声屏障行业的经营模式也相应存在差别。在铁路

声屏障项目中，产品销售模式与工程承包模式并存。在公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声屏障项目中，行业

经营模式则以工程承包类为主，业主或总包通常将声屏障工程单独分包，由专业的声屏障厂家提

供产品以及工程安装服务。 

3、土壤修复行业经营模式公司提供场地调查、方案咨询、设备服务、技术服务和修复工程实

施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和服务内容，依据污染场地归属人的服务要求开展项目经营活动。 

(三)公司所属行业情况说明 

1、建筑金属围护行业 

公司的建筑金属围护系统所处行业为“E建筑业”中的“E50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细分为建

筑金属围护行业。建筑金属围护系统是以金属材料作为围护系统的承重和连接骨架，利用金属板

作为围护材料，配合防水、保温、隔热、隔声等材料，完成围护系统的各项功能要求。其具有耐

久性强、经济性能高、外观适应性强、易于造型、抗震性能好等诸多优点，是一种理想的绿色环

保建筑材料，属于国家大力发展的新型墙体材料。金属围护系统在公共建筑市场的应用领域主要

有机场航站楼、火车站及大型交通枢纽、会议及展览中心、体育场馆等。该类工程投资主体主要

以政府为主，投资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政收支情况、经济周期及国家产业政策密切

相关。另外，随着社会对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绿色建筑将成为工业厂房未来的发

展趋势。绿色建筑可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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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包（不含围护等专项
分包工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金属板围护体系首先在工业建筑中得到了飞速发

展。外资企业发现国内建筑金属围护行业的潜在市场空间后，开始进入该市场。该期间进入的外

资企业主要有欧美与台湾企业，从业务侧重点看既包括专业的围护系统企业，也包括钢结构+围护

系统合并发展的企业。随着外资企业的进入，建筑金属围护系统逐渐在市场上得到推广与发展，

应用领域逐渐扩大，产品逐步受到国内市场认可。同时国内一些有敏锐市场触觉的企业，纷纷加

入压型钢板围护系统生产、制作、安装行业，尤其在东南沿海地区，压型钢板制作及安装厂家如

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技术水平良莠不齐。进入 21 世纪，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平稳发展，建筑业已

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钢产量持续上升，钢结构建筑已从一般工业建筑领域发展到民用建筑领域，

因此对金属围护的发展起着带动及推升的作用。随着我国基础工程的大量建设，金属围护在民航

建筑、文化建筑、体育建筑、会展建筑上大量应用，金属围护系统的技术水平日臻成熟，满足了

各方面的需求。建筑节能、绿色发展已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能够实现经济

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工信部办公厅 2017 年 2 月发布的关于《新型墙材推广应用行动方案》，

以及工信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5 年 8 月发布的关于《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行动方案》中，

都明确要求以绿色墙材生产和应用为导向，实现墙材工业和建筑业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和可

持续发展，大力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绿色城市建设，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各省市同样也在出

台政策以支持新型墙体材料的发展，促进墙材行业转型升级、扩大高品质墙材供给，对培育发展

绿色墙材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及党的十九大首次将“必须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大会报告，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明确指出：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 这些

大背景下，建筑金属围护系统作为一种绿色墙材得到了大力的发展。 

随着国内建筑业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墙体材料标准的提高，对新型墙体材料的需求也会越来越

大。新材料如各种新型的复合材料不断问世，在不降低使用效果（防腐性能、机械强度等）的前

提下达到节约资源、降低成本的效果。在工艺控制上，随着更成熟、更稳定的辊弯成型生产工艺

发展，为金属围护系统在工艺上提供着出色的表现，冷弯设备能将材料一次性完成多项塑性加工

工艺，如复杂异型金属板及围护构建等进行一次成型，满足了更多的建筑需求。在产品选择上，

建筑需求直接带动行业发展，行业厂家不断发展壮大，行业不断研发出更多的面板板型及系统搭

配，并逐渐以地域性、气候性分区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金属围护系统类型，产品设计更加细化，



产品选择更加多元化。到目前，将金属板材作为建筑围护系统已经大量应用于工业建筑、民航建

筑、文化建筑、体育建筑、会展建筑等领域，金属围护系统的技术水平日臻成熟，行业发展已步

入成熟期。 

2016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

发展新型建造方式，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力争用 10 年左右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

例达到 30%。2016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1

号）提出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重点推进地区，常住人口超过 300 万的其他城

市为积极推进地区，其余城市为鼓励推进地区，因地制宜发展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和现代

木结构等装配式建筑。在此背景下，2017 年 3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印发的通知》（建

科[2017]77 号），对发展装配式建筑做了具体规划。住建部还提出“到 2020 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占

新建建筑比例达到 15%以上，其中重点推进地区、积极推进地区和鼓励推进地区分别大于 20%、

15%和 10%”，此外多项装配式建筑建设、评估标准相继出台，各省市相继发布配套政策支持推进

装配式建筑实施，明确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目标，同时提出相关补贴、优惠政策。各地积

极推动，多措并举，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激励措施，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2018 年全国两

会上，《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大力发展钢结构和装配式建筑，加快标准化建设，提高建筑

技术水平和工程质量。 

2019 年 3 月 27 日住建部建设市场监管司发布的“2019年工作要点”于首条工作要点“推进建筑

业中重点领域改革，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中单独提出要开展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试点，系装

配式建筑推广政策中首次仅提钢结构试点，同时提出将选择部分地区开展试点，并将于试点地区

保障性住房、装配式住宅建设、农村危房改造和易地扶贫搬迁中明确一定比例工程项目采用钢结

构装配式建造。装配式建筑是建筑领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着力点，相对于传统现浇建筑， 装

配式建筑可缩短施工周期 25%-30%，节水 50%-60%，节约木材约 80%，降低施工能耗约 20%，减

少建筑垃圾 70%-80%，并显著降低施工粉尘和噪声污染，同时绿色的建造方式在节能、节材和减

排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优势，对助推绿色建筑发展，提高建筑品质和内涵，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具

有支撑作用。2015 年我国新建装配式建筑面积占城镇新建建筑面积比例仅为 2.7%，经过几年快速

发展，2018 年我国新建装配式建筑面积约为 1.9 亿平方米，占城镇新建建筑面积比例仅为 9%，仍

有巨大提升空间。 

建筑金属围护系统广泛应用于汽车、机械、冶金、石化、电力、电子、医药、食品等各行业

的工业厂房和物流仓储中心屋墙面，以及机场航站楼、火车站及大型交通枢纽、会议及展览中心、



体育场馆等大型公共建筑屋墙面，声屏障系统主要应用于铁路、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交通

工程领域。行业的发展状况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基础建设投资规模有紧

密联系。从主要企业的分布来看，建筑金属围护行业内企业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

海经济圈，中西部地区较少。从下游客户的分布来看，工业厂房、公共建筑、交通工程等项目建

设单位分散在全国各地，无明显区域性。 

建筑金属围护行业的上游行业主要为金属板材、保温棉等原材料行业，其中金属板材占比最

大，其上游为金属冶金行业，因此本行业受上游冶金行业影响较大。首先，上游冶金行业的迅速

发展为本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 1996 年我国钢铁产量突破 1 亿吨，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

2019 年国内产钢量已占世界的 53.90%。2019 年我国电解铝产量达到 3504.4 万吨，为 2001 年产

量的 8.09 倍。钢铁、电解铝产量快速增长，为建筑金属围护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稳定的原材料

保障。由于上游钢铁、电解铝产能过剩的问题较为突出，建筑金属围护行业发展的现实意义还在

于积极提高建筑用钢量、拉动内需。受结构调整和利益驱动的影响，2019 年我国钢铁、电解铝产

能利用率均仍未达到市场理想水平，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途径之一即开拓国内市场需求，因此不

存在上游行业供应不足而影响本行业发展的情形。其次，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行业利润水平。原

材料采购成本占围护系统总成本的比例较高，其中钢材系主要原材料之一，钢材价格的波动对本

行业整体业绩以及产品竞争力产生直接影响。在下游方面，建筑金属围护系统主要应用于工业厂

房、物流仓储、公共建筑等，声屏障系统主要针对铁路、公路及市政交通工程噪声污染治理市场。

行业需求与下游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密切相关，下游行业景气度的提高将会带动相关固定资产投资

的增加，进而带动本行业需求的增长。 

建筑金属围护行业利润水平受到产品技术水平，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国

家产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目前由于行业集中度不高，各企业之间业务规模、产品技术水平、客

户群体差异较大，不同企业的利润水平差异较大。从行业内主要企业的不同销售模式来看，综合

服务商具备较强的设计能力以及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能提供从设计、生产、工程施工、后续维

护等一体化服务，其谈判能力往往强于侧重于生产业务的企业，相应利润水平一般高于以产品销

售业务为主的企业。 

建筑金属围护系统，具有强度高、抗震性强、可循环利用、节能环保、易于标准化生产和装

配式施工的优点，一方面对于绿色建筑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发展装配式建筑在新

建建筑中的比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建筑节能环保行业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建筑大国，建筑能耗伴随着建筑总量的不断攀升和人们对

居住舒适度要求的提高，呈急剧上升趋势，建筑耗能总量在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的份额已超 30%。

2018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 2018 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要深入推进建筑能

效提升，研究制定建筑能效提升 2020 年、 2035 年以及到本世纪中叶的中长期发展路线图。因此，

推行节能新材料在绿色建筑中的广泛运用对于保护城市环境，减少环境污染，缓解能源紧缺问题

都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推行建筑中新材料的使用，还可以推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缓解能源紧

张的局面，推动现代城市的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绿色建筑发展迅速，在《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

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也提出了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的目标，并制定了绿色建筑补贴政策。随

着国家对绿色建筑及节能减排的要求，金属围护系统将向绿色、环保、节能的方向发展。目前已

出现金属板太阳能屋面和金属板种植屋面等技术，金属板太阳能屋面通过在屋面压型金属板上以

特种粘合剂直接粘贴非晶体柔性太阳能发电板，形成光伏一体化屋面。金属板种植屋面系统是在

卷材防水压型钢板复合保温屋面基层上铺以种植土和种植植物或设置容器种植植物，形成绿化屋

面，达到保温隔热、绿化美观、生态节能、保护防水层及延长建筑寿命的功效。太阳能与金属屋

面、墙体等集成，既能减少建筑成本，也能达到防水、遮阳的效果，更能与建筑融为一体，达到

更好的外观效果与节能作用。 

目前，随着我国节能 65%的建筑节能标准的普遍执行实施，建筑已从低层次的解决人的居住

向高层次的绿色生态建筑发展。在建筑物的耗热中，外墙耗热占了 30%左右。因此，新型节能建

材的研发、使用和推广，成为我国降低建筑物能耗的主要途径之一。公司在建筑节能环保行业主

要从事生产节能建材产品，开发推广建材节能生产技术。一方面研究、开发、引进消化、推广建

材生产节能技术和设备。另一方面研究、开发、消化吸收、生产节能建材产品。同时，公司结合

自身优势发展声屏障业务、进入土壤修复领域，为公司多元化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 

公司主营业务属于绿色环保低碳产业的范畴，是国家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塑持续

转型升级的产业生态，培植新动能、新业态的重点发展方向。政策红利的持续推动以及国家“一带

一路”重大战略决策的牵引，绿色环保低碳产业的发展空间巨大。公司将充分利用好宏观政策环境

的有利时机，利用好绿色建筑行业领域有利的政策机遇，结合经济发展形势，继续加大技术研发

创新投入，加强运营管理能力，在保持主营业务良好发展的同时加强声屏障业务、土壤修复业务

的增长，以实现公司的稳健发展。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4,708,805,840.99 3,604,290,833.31 30.64  2,784,001,280.82  

营业收入 3,356,560,906.93 2,931,196,981.56 14.51 2,931,196,981.5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2,537,711.96 220,101,652.48 -3.44 200,406,842.3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98,252,371.25 215,655,570.15 -8.07 185,748,864.6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068,408,086.44 1,855,151,048.56 11.50 1,681,615,739.2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68,020,654.92 31,230,191.79 1,078.41 -156,381,478.8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4 0.46 -4.35 0.4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4 0.46 -4.35 0.4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1.06 12.46 减少1.40个百分

点 

12.3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78,462,186.15 1,127,877,311.05 739,699,045.66 910,522,36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0,270,422.24 90,966,408.66 62,276,277.24 19,024,60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40,656,122.29 91,903,700.93 63,393,626.97 2,298,921.0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2,268,621.00 130,678,688.71 102,767,732.22 216,842,854.9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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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5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4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刘爱森 0 170,027,820 35.42 0 质押 21,120,000 境内

自然

人 

北京士兴盛亚投资有

限公司 

0 105,664,680 22.01 0 质押 50,273,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华永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0 78,367,500 16.33 0 质押 41,4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翁家恩 0 27,900,000 5.81 0 质押 10,900,000 境内

自然

人 

林仲屏 2,874,900 3,125,600 0.6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廖伟俭 -111,000 3,021,700 0.63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周梅凤 477,044 1,460,941 0.3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黄亚明 0 1,450,000 0.30 0 质押 1,440,000 境内

自然

人 

齐涛 0 1,449,720 0.3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刘德顺 0 1,440,000 0.3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士兴盛亚投资有限公司为刘爱森、李桂茹

夫妇二人控制的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 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35,656.09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42,536.39 万元，增幅为

14.51%，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 21,253.7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756.39 万元， 降

幅为 3.44%。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 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

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1）本公司本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北京烨兴钢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烨兴 100 - 

2 森特（北京）国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森特建筑 100 - 

3 兰州士兴钢结构有限公司 兰州士兴 100 - 

4 沈阳士兴钢结构有限公司 沈阳士兴 100 - 

5 北京森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森贝环保 - 100 

6 温州森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森特环保 100 - 

7 森特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森特香港 100 - 

8 森特旭普林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森特旭普林 100 - 



9 山东森特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森特 100 - 

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2）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本期新增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山东森特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森特 新设全资子公司 

 

本期减少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报告期间 
未纳入合并

范围原因 

1 美丽华夏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华夏 2019 年 1-11 月 股权处置 

2 
北京中地创见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

公司 
北京中地创见 2019 年 1-11 月 股权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