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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京源环保 指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挂牌 指 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进行股份公开

转让行为

报告期、报告期内、当期 指 指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上期、上年度、2017 年度 指 指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主办券商、金元证券 指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审计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水处理 指 为了使水质满足特定环境及回用的用途，通过物理、

化学和生物等手段，对水质进行治理，去除或增加水

中某些对生产、生活及环境不需要或需要的物质的过

程

给水 指 通常是指经过处理进入配水管网或供水池的水

中水 指 是指污水（生活污水、生产污水）经适当处理后，达

到一定的水质指标，满足某种使用要求，可以进行有

益使用的水

电子絮凝 指 是一种使用电能代替化学药剂，能够去除水中的重金

属、悬浮固体等其它多种污染物的新型水处理技术

中水处理 指 用各种物理、化学、生物等手段和设备对中水进行不

同程度的处理，达到工业生产工艺要求的水质，然后

回用到生产工艺中去，从而达到节约水的目的

原水预处理 指 对水进行深度处理前进行的先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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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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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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JIANGSU JINGYU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LTD.

挂牌时间 2014-12-19

证券简称 京源环保

证券代码 831540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转让

法定代表人 李武林

董事会秘书 苏海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007140572604

注册资本 76,463,500

注册地址 南通市工农南路 88 号海外联谊大厦 26 层 2607-2612 室

联系电话 0513-85332929

办公地址 南通市工农南路 88 号海外联谊大厦 26 层 2607-26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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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563,931.64 290,651,231.02 -5.8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1,757,770.18 214,914,534.00 -1.4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2.59% 26.06%

资产负债率%（合并） 22.59% 26.0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3,304,273.55 15,964,504.26 -79.3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56,763.82 18,965.45 -16544.8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43,763.82 18,365.45 -19395.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29,268.51 -6,854,119.71 25.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003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00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 0.02%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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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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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000.00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387,000.00

所得税影响数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38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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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99,832 52.44% 40,099,832 52.4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144,375 5.42% 4,144,375 5.42%

董事、监事、高管 7,005,000 9.16% 7,005,000 9.16%

核心员工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6,363,668 47.56% 36,363,668 47.5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3,563,125 30.82% 23,563,125 30.82%

董事、监事、高管 32,745,000 42.82% 32,745,000 42.82%

核心员工 - - - -

总股本 76,463,500 - 76,463,5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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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武林 15,930,000 15,930,000 20.83% 11,947,500 3,982,500

2 和丽 11,777,500 11,777,500 15.40% 11,615,625 161,875

3 广东华迪民生

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7,670,000 7,670,000 10.03% 2,684,500 4,985,500

4 广东华美国际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5,400,000 5,400,000 7.06% 0 5,400,000

5 季勐 4,720,000 4,720,000 6.17% 3,540,000 1,180,000

6 季献华 4,520,000 4,520,000 5.91% 3,540,000 980,000

7 天津源融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3,500,000 3,500,000 4.58% 0 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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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华能源

融科环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 南通铭旺景宸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065,000 3,065,000 4.01% 0 3,065,000

9 天津中冀汇信

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3,000,000 3,000,000 3.92% 0 3,000,000

10 苏海娟 2,655,000 2,655,000 3.47% 1,991,250 663,750

合计 62,237,500 62,237,500 81.38% 35,318,875 26,918,625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除股东李武林与和丽为夫妻关系外，公司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四）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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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201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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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

押的情况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失信情况 否

1.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是否履行必

要决策程序

临时公告披

露时间
临时公告编号

李武林、和丽

为公司贷

款提供个

人连带保

证

20,000,000.00 是 2018-3-20 2018-019

总计 - 20,000,000.00 - - -

2.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在申请挂牌时曾做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股份

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曾出具《避免资金占用承诺函》。

公司股东及相关人员在报告期间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有任何违背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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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资产情况

资产
权利受

限类型
账面价值

占总资产

的比例
发生原因

南通市工农南路 88 号海外联谊

大厦 1707-1711 室和 2607-2612

室房屋产权及土地使用权

抵押 11,285,618.95 4.13%抵押银行借款

应收账款 质押 14,937,000.00 5.46%抵押银行借款

应收账款 质押 14,000,000.00 5.12%抵押银行借款

货币资金 冻结 16,232,079.97 5.93%履约保证金

应收票据 质押 5,186,101.00 1.90%抵押银行借款

总计 - 61,640,799.92 22.53% -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诚信经营、照章纳税、注重环保，认真做好每一项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尽力做到对社会负责，

对公司员工、股东及相关利益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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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0,082,351.63 79,310,2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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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4,302.00 11,315,621.10

应收账款 154,395,289.32 173,976,568.57

预付款项 11,090,015.46 4,653,2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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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2,691.44 3,893,179.1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5,811,633.69 2,558,807.24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442.22

流动资产合计 259,226,283.54 275,711,09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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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5,610.43 13,214,792.38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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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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678.72 37,197.3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45,358.95 1,688,146.67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337,648.10 14,940,136.36

资产总计 273,563,931.64 290,651,231.0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6,300,000.00 17,767,8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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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9,308.00 4,801,600.00

应付账款 28,498,950.32 39,099,939.53

预收款项 6,371,907.20 1,082,890.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094,877.68 661,047.14

应交税费 -738,654.48 9,677,989.75

应付利息 20,650.85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29,772.74 2,624,6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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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61,806,161.46 75,736,697.0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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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61,806,161.46 75,736,697.0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76,463,500.00 76,463,5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85,901,891.40 85,901,891.4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863,224.27 5,863,224.27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3,529,154.51 46,685,918.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11,757,770.18 214,914,534.0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1,757,770.18 214,914,534.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73,563,931.64 290,651,231.02

法定代表人：李武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烨 会计机构负责人：钱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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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0,082,351.63 79,310,2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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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4,302.00 11,315,621.10

应收账款 154,395,289.32 173,976,568.57

预付款项 11,090,015.46 4,653,216.76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6,862,691.44 3,893,179.16

存货 5,811,633.69 2,558,807.24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442.22

流动资产合计 249,226,283.54 275,711,094.66

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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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2,555,610.43 13,214,792.38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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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678.72 37,197.3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45,358.95 1,688,146.67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4,337,648.10 14,940,136.36

资产总计 273,563,931.64 290,651,231.0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6,300,000.00 17,767,882.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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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9,749,308.00 4,801,600.00

应付账款 28,498,950.32 39,099,939.53

预收款项 6,371,907.20 1,082,890.00

应付职工薪酬 1,094,877.68 661,047.14

应交税费 -738,654.48 9,677,989.75

应付利息 20,650.85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29,772.74 2,624,697.75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61,806,161.46 75,736,697.0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61,806,161.46 75,736,697.02

所有者权益：

股本 76,463,500.00 76,463,5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85,901,891.40 85,901,891.4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863,224.27 5,863,224.27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3,529,154.51 46,685,918.3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1,757,770.18 214,914,534.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273,563,931.64 290,651,2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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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3,304,273.55 15,964,504.26

其中：营业收入 3,304,273.55 15,964,504.26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6,615,412.59 15,607,527.86

其中：营业成本 2,313,933.05 10,160,38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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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23.47 25,372.42

销售费用 740,448.81 650,056.80

管理费用 4,797,947.72 2,589,752.14

财务费用 66,477.69 282,132.53

资产减值损失 -951,918.15 1,899,82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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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000.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311,139.04 356,976.40

加：营业外收入 600.00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311,139.04 357,576.40

减：所得税费用 -154,375.22 338,610.95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156,763.82 18,96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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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6,763.82 18,96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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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6,763.82 18,96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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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6,763.82 18,965.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156,763.82 18,96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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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 -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4 -

法定代表人：李武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烨 会计机构负责人：钱烨

4.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3,304,273.55 15,964,504.26

减：营业成本 2,313,933.05 10,160,384.03

税金及附加 35,523.47 25,372.42

销售费用 740,448.81 650,056.80

管理费用 4,797,947.72 2,589,752.14

财务费用 66,477.69 282,132.53

资产减值损失 -951,918.15 1,899,82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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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387,000.00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311,139.04 356,976.40

加：营业外收入 600.00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311,139.04 357,576.40

减：所得税费用 -154,375.22 338,6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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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并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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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47,098.82 20,379,9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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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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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00,311.76 361,219.4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447,410.58 20,741,136.4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275,109.42 18,533,468.65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156,763.82 18,965.45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3,156,763.82 18,965.45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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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综合收益总额 -3,156,763.82 18,965.45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4 -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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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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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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3,472.93 2,283,245.75

支付的各项税费 8,990,198.85 5,046,822.3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67,897.89 1,731,719.4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576,679.09 27,595,256.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29,268.51 -6,854,1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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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69,8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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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853.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853.2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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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0.00 2,5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316,704.37 1,666,65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816,704.37 4,166,65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467,882.00 1,5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84,556.65 255,2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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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2,905.19 2,185,824.6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915,343.84 3,941,085.0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98,639.47 225,56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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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7,907.98 -6,798,407.9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9,310,259.61 23,776,201.5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0,082,351.63 16,977,793.61

法定代表人：李武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烨 会计机构负责人：钱烨

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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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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47,098.82 20,379,917.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00,311.76 361,219.4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447,410.58 20,741,136.4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275,109.42 18,533,468.6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743,472.93 2,283,245.75

支付的各项税费 8,990,198.85 5,046,822.3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67,897.89 1,731,719.4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576,679.09 27,595,256.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29,268.51 -6,854,1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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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69,853.2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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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0 169,853.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00,000.00 -169,853.2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500,000.00 2,5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316,704.37 1,666,65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816,704.37 4,166,65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467,882.00 1,5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84,556.65 255,260.42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262,905.19 2,185,824.6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915,343.84 3,941,085.0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98,639.47 225,56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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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7,907.98 -6,798,407.9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9,310,259.61 23,776,201.5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0,082,351.63 16,977,7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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