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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新荣昌、公司、本公司 指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指 肇庆市新荣昌工业环保有限公司 

新荣昌投资、新荣昌投资公司 指 肇庆市新荣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前身为肇庆市新荣

昌燃油化工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主办券商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董事会 指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 

监事、监事会 指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管理层 指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年度、报告期 指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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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异议事项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

完整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否 

1、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的理由 

无 

2、 列示未出席董事会的董事姓名及未出席的理由 

无 

3、 豁免披露事项及理由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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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ZhaoqingXinrongcha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 Ltd. 

挂牌时间 2017 年 2月 14日 

证券简称 新荣昌 

证券代码 870984 

转让方式 竞价转让 

法定代表人 杨和池 

董事会秘书 梁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283686393768G 

注册资本 72,000,000 

注册地址 肇庆市高要区白诸廖甘工业园 

联系电话 0758-8419066 

办公地址 肇庆市高要区白诸廖甘工业园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76,856,271.47 347,245,411.40 8.5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3,160,944.86 157,335,209.14 35.4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3.44% 54.69%  

资产负债率%（合并） 43.44% 54.6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51,709,310.43 35,022,800.43 47.6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65,735.72 6,492,618.46 55.0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35,860.73 6,084,051.01 66.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01,635.81 16,136,317.77 -7.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1 2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1 2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1%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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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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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499.99 

营业外收支净额 -220,000.00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82,500.01 

所得税影响数 -12,375.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70,125.01 

 

 

（三）截至报告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8,751,315 41.07% 0 28,751,315 41.0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9,276,315 27.53% -1,000,000 18,276,315 26.11% 

董事、监事、高管 175,000 0.25% 0 175,000 0.25% 

核心员工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1,248,685 58.93% 0 41,248,685 58.9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0,723,685 58.18% 0 40,723,685 58.18% 

董事、监事、高管 525,000 0.75% 0 525,000 0.75% 

核心员工      

总股本 70,000,000 — 0 7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肇庆市新

荣昌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51,315,790 0 51,315,790 73.31% 34,210,527 17,105,263 

2 彭珍嫦 8,260,000 -2,760,000 5,500,000 7.86%  5,500,000 

3 杨和伦 4,515,789 0 4,515,789 6.45% 3,386,842 1,128,947 

4 杨和池 4,168,421 -1,000,000 3,168,421 4.53% 3,123,316 45,102 

5 广东雄资

石油化工
40,000 2,060,000 2,100,000 3.00%  2,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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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

公司 

6 王开红 500,000 0 500,000 0.71%  500,000 

7 广东温氏

投资有限

公司-新

兴温氏壹

号股权投

资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468,000 468,000 0.67%  468,000 

8 张红 461,000 -4000 457,000 0.65%  457,000 

9 广东温氏

投资有限

公司 

 403,000 403,000 0.58%  403,000 

10 杨桂海 300,000 0 300,000 0.43% 225,000 75,000 

合计 69,561,000 -833,000 68,728,000 98.18% 40,945,685 27,782,315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董事长杨和池与董事杨和伦为兄弟关

系，董事长杨和池与董事杨和伦控制肇庆市新荣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份，总经理杨桂海与

董事杨和伦为父子关系，董事长杨和池系公司副总经理陈免生的妹夫。 

（四）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股 

项目  期初股份数量   数量变动 期末股份数量 

计入权益的优先股    

计入负债的优先股 180,000 0 180,000 

优先股总股本 180,000 0 180,000 

 

（五）截至报告期末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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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不适用 

事项 
是否存在重要

事项 

是否经过内

部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否    

对外担保事项 否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的情况 

否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收购、出售资产、

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

合并事项 

否    

股权激励事项 否    

承诺事项 是 不适用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否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失信情况 否    

 

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1、为避免今后出现同业竞争情形，公司已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关联交易信息

披露等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如下：“本人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

间接从事或参与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

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

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本人在作为公司股东期间，本承诺

持续有效。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股份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均不存在同业竞争，都切实履行了承诺。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具《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承诺

函》，承诺如下：“除已披露的情形外，本人及本人投资、参与、管理的实体与公司之间不存 在其他

重大关联交易。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规章制 度等的前提下，承诺人将促

使承诺人投资、参与、管理的实体与公司之间进行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平、公允、公开的市场原则进行，

并依法履行相应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本人将促使本人投资、参与、管理的实体不会通过与公司之间的

关联交 易谋求特殊或不当利益，不会进行有损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 本人将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不谋求由公司（含其子公司）代为 履行承担运营成本或支出的义务，也不谋求以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禁止的方式 使用公司资金。 公司发行的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本人将

严格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监督公司严格执行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 并依规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给公司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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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赔责任及与此相关的费用支出，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了承诺，未出现违反以上承诺现象。 

3、公司在 2017年发行优先股，除本公司与肇庆市金叶产业基金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1月 3日签订

的《股份认购协议》、2017年 11月 23日公告的《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预案（修订版）》涉及的股息发放、

赎回权及回售权条款，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和伦、杨和池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出具的《差额支付担保

承诺函》，承诺如下：“本人为确保优先股股东按照《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实现优先股到期回售的权

益以及公司清算时的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本人愿意按照本承诺函的条款和条件，当优先股股东行使回售权或公司行使

赎回权时，若公司未能足额支付回售或赎回价款，或公司因解散、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而公司不足以向

优先股股东支付本次认购优先股票面总金额与应支付但尚未支付的股息及其孶息时，本人愿意为公司对

优先股股东应支付的所有款项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实际控制人没有违背承诺。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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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一）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8,485,850.02 30,154,710.79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4,004,737.21 13,489,288.07 

预付款项 11,473,710.80 3,551,535.14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0,696,510.21 10,301,485.3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41,041,844.94 39,247,363.58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374,599.32 

流动资产合计 125,702,653.18 98,118,982.21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51,264,884.44 144,412,803.11 

在建工程 56,203,477.69 60,857,6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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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29,360,480.17 29,531,221.5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4,775.99 324,775.99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000,000.00 14,0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51,153,618.29 249,126,429.19 

资产总计 376,856,271.47 347,245,411.4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4,000,000.00 39,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9,509,357.50 9,419,361.36 

预收款项 11,914,911.40 19,689,504.7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021,505.95 1,974,632.60 

应交税费 3,627,408.10 4,143,984.63 

应付利息 64,468.32 263,869.82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04,009.75 186,009.75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8,242,019.13 

其他流动负债 549,999.96 549,999.96 

流动负债合计 51,991,660.98 93,469,381.9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84,335,181.19 69,828,963.1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18,000,000.00 18,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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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980,984.24 86,857.00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8,387,500.20 8,525,000.19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11,703,665.63 96,440,820.29 

负债合计 163,695,326.61 189,910,202.2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72,000,000.00 72,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70,969,271.68 27,209,271.68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6,012,593.75 6,012,593.7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64,179,079.43 54,113,343.7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3,160,944.86 157,335,209.1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76,856,271.47 347,245,411.40 

 法定代表人：___杨和池_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梁康___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_梁康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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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51,709,310.43 35,022,800.43 

其中：营业收入 51,709,310.43 35,022,800.43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40,217,446.43 27,760,763.33 

其中：营业成本 31,840,382.51 20,762,802.12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950,209.50 684,871.61 

管理费用 5,659,343.04 4,688,963.36 

财务费用 1,326,597.80 1,307,667.24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556,761.79 480,667.59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2,048,625.79 7,742,704.69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220,000.00 100,000.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1,828,625.79 7,642,704.69 

减：所得税费用 1,762,890.08 1,150,086.2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0,065,735.72 6,492,618.46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10,065,735.72 6,492,618.46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065,735.72 6,492,618.46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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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0,065,735.72 6,492,618.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0,065,735.72 6,492,618.4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4 0.1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4 0.11 

法定代表人：____杨和池___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_梁康_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梁康_____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7,941,065.44 49,839,050.6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19,135.22 1,946.79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390,844.6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139.22 115,971.9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7,979,339.88 50,347,814.0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2,147,374.73 18,039,820.42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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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776,187.89 3,062,751.22 

支付的各项税费 5,181,696.78 10,439,156.5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72,444.67 2,669,768.0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2,977,704.07 34211496.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01,635.81 16,136,317.7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 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3,853,256.32 9,569,038.98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853,256.32 9,569,038.9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53,256.32 -9,569,038.9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6,000,000.00 20,000,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6,000,000.00 2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7,306,801.04 6,684,244.4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264,439.22 1,030,760.68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46,000.00 2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817,240.26 7,915,005.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82,759.74 12,084,994.8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331,139.23 18,652,273.6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0,154,710.79 1,918,680.8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8,485,850.02 20,570,882.53 

法定代表人：___杨和池____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___梁康____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梁康_____ 

 

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