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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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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蒋志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缪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建伟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473,286,416.53 13,505,648,380.36 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989,568,271.01 5,967,031,206.50 0.3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9,587,723.22 465,596,472.46 -27.0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320,014,071.15 4,785,679,904.68 -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2,776,073.66 336,889,881.36 2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9,074,038.54 312,702,088.88 14.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8 6.82 
增加 0.26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558 0.6022 25.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558 0.6022 25.5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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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74,026.96 51,580,210.3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657,212.47 26,465,169.2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8,777.79 6,018.8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

回 
 6,023,245.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574,528.3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66,941.40 2,904,017.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70,899.05 -5,219,895.56 

所得税影响额 -3,366,840.33 -18,631,258.13 

合计 11,979,219.24 63,702,035.1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7,68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无锡市国联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403,403,598 72.11 0 无 0 国有法人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

有限公司－2016 年

员工持股计划 

8,556,719 1.53 0 无 0 其他 

无锡国联金融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6,936,416 1.24 0 无 0 国有法人 

戴毅 2,398,000 0.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戈洪 1,365,000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俞志翔 1,131,111 0.2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田丰 933,134 0.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史亚洲 820,000 0.1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金世承 734,132 0.1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722,800 0.1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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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403,403,598 人民币普通股 403,403,598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

司－2016 年员工持股计划 
8,556,719 人民币普通股 8,556,719 

无锡国联金融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6,936,416 人民币普通股 6,936,416 

戴毅 2,39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98,000 

戈洪 1,3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5,000 

俞志翔 1,131,111 人民币普通股 1,131,111 

田丰 933,134 人民币普通股 933,134 

史亚洲 8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0,000 

金世承 734,132 人民币普通股 734,13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722,800 人民币普通股 722,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无锡国联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国联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

人。 

【注】如分拆信用担保户后的合并总户数为：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为 18,369 户。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

度% 
原因分析 

交易性金融

资产 
200,000,000.00 3,080,033.10 6,393.44 

主要系报告期购买国联信托理

财产品。 

应收票据  2,508,000.0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商业承兑汇票

已到期，收到款项。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5 / 7 

 

预付款项 587,172,291.35 361,858,777.41 62.27 
主要系报告期工程物资采购增

加。 

其他应收款 158,056,210.94 57,102,843.88 176.79 
主要系报告期增加参股公司已

宣告未支付的分红款。 

合同资产 522,606,462.24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执行新收

入准则，将已经履行履约义务但

尚未与客户结算的金额在资产

负债表中作为合同资产列示所

致。 

其他流动资

产 
144,486,565.27 111,972,580.94 29.04 

主要系报告期内留抵进项税金

增加。 

在建工程 1,552,396,794.49 1,219,378,684.72 27.31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惠联垃圾

提标扩容项目、宁高燃机热电联

产项目、山西晋联污泥污水处理

项目、藻泥处置项目新增投资。 

其他非流动

资产 
111,428,054.39 56,968,582.63 95.60 

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预付的

项目工程款增加。 

应付票据 1,313,005,088.02 737,718,609.28 77.98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票据支付业

务增加。 

预收款项  1,021,798,681.36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执行新收入

准则，重分类到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1,541,235,048.34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执行新收入

准则，从预收账款重分类。 

应交税费 67,762,700.75 93,789,105.40 -27.75 主要系报告期缴纳了上期税费。 

其他应付款 216,100,176.65 93,585,899.75 130.91 

主要系报告期股份回购实施股

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额

1.10 亿元及未支付的分红。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59,740,043.53 215,925,594.87 -72.33 
主要系报告期归还一年内到期

的贷款和债券。 

其他流动负

债 
 9,279,723.0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预提修理费。 

长期借款 640,363,640.00 285,227,276.00 124.51 

主要系报告期下属项目公司山

西污水污泥处置项目、南京宁高

燃气热电联产项目等增加了项

目贷款。 

预计负债 3,693,179.89 9,517,367.34 -61.20 
主要系报告期确认了产品质量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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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 125,585,699.89 193,730,557.78 -35.18 

主要系报告期由于实施股权激

励折价授予，相应减少资本公

积。 

库存股 109,792,036.42   

主要系报告期实施了股份回购，

并确认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

购义务的份额。 

专项储备 3,090,268.55 1,413,272.48 118.66 
主要系报告期预提的安全生产

费用增加。 

利润表、现金

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

度% 
原因分析 

利息费用 13,844,513.22 19,500,330.20 -29.00 
主要系报告期部分贷款利息资

本化从而减少利息支出。 

利息收入 21,520,555.57 29,474,377.76 -26.99 
主要系报告期由于存款利率下

降相应减少利息收入。 

其他收益 26,555,428.93 36,750,955.88 -27.74 

主要系报告期垃圾处置费核算

方式调整，从其他收益调整至营

业收入。 

对联营企业

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85,968,503.09 61,972,858.91 38.72 
主要系报告期联营企业江阴热

电、约克空调投资收益增加。 

信用减值损

失 
-49,595,112.68   

主要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报告期坏账损失从资产减

值损失科目转入,报告期内坏账

减值计提增加。 

资产减值损

失 
-4,075,468.01 -15,892,794.77 -74.36 

主要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坏账损失转入信用减值损

失科目。 

资产处置收

益 
51,454,836.74 -5,031,764.60 

-1,122.6

0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惠联热电

土地收储出让收益。 

所得税费用 76,349,992.56 57,245,297.43 33.37 
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润增加相应

增加所得税费用。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9,587,723.22 465,596,472.46 -27.06 
主要系报告期内因疫情影响，营

收减少相应货款回笼减少。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00,261,410.53 -458,561,245.77 -12.71 

主要系报告期分红及出置收益

增加、固定资产投入减少、增加

了信托理财资金投入。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8,757,994.68 448,341,110.78 -124.26 
主要系报告期内借款比上年同

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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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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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蒋志坚 

日期 2020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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