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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君辉环保 指 天津君辉蓝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投资 指 常德中科现代农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太和资本 指 北京北上太和资本运营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泽鸿远能源 指 天津泽鸿远清洁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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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会 指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天津君辉蓝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天津君辉蓝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天津君辉蓝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天津君辉蓝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报告期 指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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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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君辉蓝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Tianjin Junhui Lantian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Ltd. 

挂牌时间 2017 年 1 月 12 日 

证券简称 君辉环保 

证券代码 870585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转让 

法定代表人 陈君 

董事会秘书 陈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073282016X3 

注册资本 61,697,588.00 

注册地址 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八号桥南（东铁储运公司院内） 

联系电话 022-84359363 

办公地址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津塘公路与五经路交口帝达东谷国际 2 号楼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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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081,546.00 300,199,716.68 -5.7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313,211.87 122,711,705.62 -1.9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1.91 44.9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53.43 54.93 -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832,369.99 2,868,529.56 -70.9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98,493.75 -6,479,659.40 62.9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41,825.43 -5,077,129.45 5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92.08 1,022,451.19 -102.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2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2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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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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775.57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57,775.57 

所得税影响数 14,443.8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43,3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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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8,195 31.08% - 19,178,195 31.0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936,375 9.62% - 5,936,375 9.62% 

      董事、监事、高管 5,936,375 9.62% - 5,936,375 9.62%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2,519,393 68.92% - 42,519,393 68.9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2,472,176 68.84% - 42,472,176 68.84% 

      董事、监事、高管 42,472,176 68.84% - 42,472,176 68.84%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61,697,588 — - 61,697,588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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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君 47,563,968 - 47,563,968 77.09% 42,089,976 5,473,992 

2 中科投资 4,518,704 - 4,518,704 7.23% - 4,518,704 

3 太和资本 2,410,308 - 2,410,308 3.91% - 2,410,308 

4 翁秀萍 1,688,000 - 1,688,000 2.74% - 1,688,000 

5 李向明 1,264,000 - 1,264,000 2.05% - 1,264,000 

6 泽鸿远能源 629,568 - 629,568 1.02% - 629,568 

7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600,000 - 600,000 0.97% - 600,000 

8 周修明 579,956 - 579,956 0.94% - 579,956 

9 王玉石 509,600 - 509,600 0.83% 382,200 127,400 

1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

公司 

500,000 - 500,000 0.81% - 500,000 

合计 60,264,104 - 60,264,104 97.59% 42,472,176 17,79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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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截至报告期末，上述股东中陈君、王玉石为夫妻关系，其余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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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2018-002；2018-007； 

2018-014；2018-015； 

2018-021；2018-025； 

2018-027；201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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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2018-006. 

股权激励事项 否    

承诺事项 否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

被抵押、质押的情况 

是 是 是 2018-014；2018-021.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是 是 是 2018-008． 

失信情况 否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积极履行企业公民应尽的义务，致力于承担社会责任。在生产经营方面，不断为股东创造价值 

的同时，尊重员工、客户、供应商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积极加强与各方的沟通与交流，实现 

股东、员工、上下游合作者、社会等各方力量的均衡，推动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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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4,696.59 5,026,63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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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0  

应收账款 44,785,864.27 64,879,245.44 

预付款项 30,391,182.71 30,418,6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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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3,598.84 5,054,867.1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51,960,992.94 54,108,909.09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6,882,292.76 7,288,530.31 

流动资产合计 149,808,628.11 166,776,8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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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13,275.61 28,347,055.74 

在建工程 96,713,600.15 96,713,600.15 



天津君辉蓝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告编号：2018-046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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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3,310.91 6,549,483.4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12,731.22 1,812,731.32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3,272,917.89 133,422,870.67 

资产总计 283,081,546.00 300,199,716.6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8,243,000.00 8,24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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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3,151.91 10,000,000.00 

应付账款 106,966,822.71 109,938,528.71 

预收款项 3,385,801.38 3,262,415.8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242,579.14 780,044.21 

应交税费 4,665,550.96 4,588,939.07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7,391,816.19 28,089,8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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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38,722.29 164,902,753.9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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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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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38,722.29 164,902,753.9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61,697,588.00 61,697,588.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2,414,871.72 12,414,871.7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638,330.18 4,638,330.1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1,562,421.97 43,960,915.7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20,313,211.87 122,711,705.62 

少数股东权益 11,529,611.84 12,585,257.0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1,842,823.71 135,296,962.7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83,081,546.00 300,199,716.68 

  法定代表人：陈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君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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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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9,905.90 5,005,7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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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0   

应收账款            20,703,535.88  40,778,917.05 

预付款项            32,246,915.07  32,251,400.69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7,531,450.18  34,857,836.00 

存货            28,029,987.99  28,029,987.99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40,056.04 240,056.04 

流动资产合计          128,761,851.06  141,163,9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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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96,840.33 75,896,840.33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6,123,733.25  6,277,9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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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43.24  200,231.71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52,910.69  1,152,910.69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83,367,327.51 83,527,957.97 

资产总计          212,129,178.57  224,691,887.2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243,000.00 5,24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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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3,151.91  10,000,000.00 

应付账款            53,885,250.29  54,961,556.29 

预收款项               3,323,385.50  3,200,000.00 

应付职工薪酬                  445,390.58  92,677.45 

应交税费               2,740,114.22  2,736,528.3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3,809,330.29  24,863,361.42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14,740.75   

流动负债合计            88,904,363.54  101,097,1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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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04,363.54 101,097,123.46 

所有者权益：   

股本 61,697,588.00 61,697,588.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2,398,782.05 22,398,782.0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638,330.19 4,638,330.1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4,490,114.79  

 

34,860,063.5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3,224,815.03  123,594,763.7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212,129,178.57  224,691,887.24 

  法定代表人：陈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君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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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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369.99 2,868,529.56 

其中：营业收入 832,369.99     2,868,529.56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4,344,284.55    11,824,458.54  

其中：营业成本      2,414,1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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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163.05 

销售费用 605,668.71 7,492,937.30 

管理费用 3,651,038.26 1,567,588.10 

财务费用 87,577.58 221,6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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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511,914.56     -8,955,928.98  

加：营业外收入 200,000.00 1,50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142,224.43         97,470.05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454,138.99     -7,553,399.03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454,138.99     -7,553,3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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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1,055,645.24     -1,073,739.63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98,493.75     -6,479,659.40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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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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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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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4,138.99    -7,553,399.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398,493.75 -6,479,659.4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055,645.24   -1,073,739.63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6 -0.1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6 -0.12 

  法定代表人：陈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君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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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369.99 17,914,152.20 

减：营业成本  13,377,500.20 

税金及附加  128,163.05 

销售费用 492,200.26 4,468,668.64 

管理费用 672,545.91 794,946.30 

财务费用 86,738.08 188,2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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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19,114.26 -1,043,378.14 

加：营业外收入 200,000.00 1,50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139,735.77 97,470.05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58,850.03 359,151.81 

减：所得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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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58,850.03 359,151.81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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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850.03 359,151.81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陈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君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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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7,436.44    56,554,2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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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816.91 8,963,911.9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118,253.35    65,518,124.5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31,848.09    43,912,398.72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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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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240.93 1,338,250.1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300.32       8,211,137.9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656,856.09 11,033,886.5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145,245.43    64,495,673.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992.08     1,022,4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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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4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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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445.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0,4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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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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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47.26 72,427.5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947.26 72,427.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052.74 -72,4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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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0.66       1,750,468.8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026,635.93 157,514.9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034,696.59 1,907,983.78 

 法定代表人：陈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君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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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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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7,436.44 29,481,640.87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74,726.93 15,745,043.9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942,163.37 45,226,684.8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31,848.09 22,314,927.6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61,745.84 381,308.63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098.72 2,771,094.6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633,296.32 19,185,416.5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937,988.97 44,652,747.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74.40 573,9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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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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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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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14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14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4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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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4.40 1,573,937.4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005,731.50 5,348,303.9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009,905.90 6,922,241.40 

 法定代表人：陈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君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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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君辉蓝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