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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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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黎仁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孟海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茂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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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56,421,955.02 990,307,113.67 -2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399,219.10 13,933,633.24 -23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469,390.32  6,729,351.02 -389.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2,264,219.64 -326,691,255.96 -83.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6 0.0118 -232.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6 0.0118 -232.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8% 0.44% -1.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3,674,519,030.77 12,874,812,962.80 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41,087,640.65 3,160,570,797.20 -0.6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0,798.2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632,534.2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5,187.7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2,418.3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958.64  

合计 1,070,171.2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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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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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00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黎仁超 境内自然人 23.05% 272,211,184  204,158,388 质押 216,20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持盈 27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16%  13,750,780     

#李振华 境内自然人 0.74%   8,687,460     

张玉红 境内自然人 0.55%   6,489,100     

何勇军 境内自然人 0.44%   5,138,800     

毛继红 境内自然人 0.33%   3,941,280  2,955,960   

#上海梵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梵贝

祥景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1%   3,620,100     

创金合信基金－工商银行－外贸信托－

外贸信托·稳富 FOF 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28%   3,277,900     

#郁国强 境内自然人 0.27%   3,200,000     

张东立 境内自然人 0.27%   3,199,16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黎仁超 68,052,796 人民币普通股      68,052,796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持

盈 27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750,780 人民币普通股      13,750,780  

#李振华 8,687,460 人民币普通股       8,687,460  

张玉红 6,489,100 人民币普通股       6,489,100  

何勇军 5,138,800 人民币普通股       5,138,800  

#上海梵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梵贝祥

景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620,100 人民币普通股       3,6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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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金合信基金－工商银行－外贸信托－外

贸信托·稳富 FOF 单一资金信托 
3,277,900 人民币普通股       3,277,900  

#郁国强 3,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  

张东立 3,199,160 人民币普通股       3,199,160  

吴明亮 3,1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持盈 27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股份为黎仁超先生原通过二级市场增持的股份；毛继红先

生为公司董事总裁。除此之外，未知公司前 10 名股东之间、前 10 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股东和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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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20 年 3月 31日 2019 年 12月 31日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78,661,636.88   200,805,988.42  -60.83% 本报告期与供应商加紧结算所致 

其他权益    工

具投资 
   260,604,251.29  -100.00% 本报告期会计政策变动所致 

其他非流动  资

产 
297,436,796.90   226,486,897.97  31.33% 

本报告期根据会计政策将 PPP 项目预

付账款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资产所致 

短期借款 2,165,000,000.00   705,520,000.00  206.87% 本报告期新增短期贷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129,083.43   12,822,781.23  -52.20% 本报告期年度薪酬完成支付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50,300,000.00   1,550,253,754.46  -96.76% 本报告期应付债券实际偿付所致 

 

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20 年 1-3月 2019 年 1-3月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775,137.22 3,352,727.97 -76.88% 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收入所致 

销售费用 7,296,501.54 11,838,593.03 -38.37% 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所致 

研发费用 6,033,430.54 4,568,122.19 32.08% 
本报告期研发费用投入比上期增加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33,725,004.27 23,695,629.27 42.33% 本报告期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60,232.55 2,464,632.41 -93.50% 
本报告期应收违约金比上期同期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支出 506,192.68 177,793.07 184.71% 
本报告期内其他支出比上期同期增加

所致 

所得税费用 5,244,460.26 -7,603,570.81 -168.97% 本报告期内子公司计提所得税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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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3月 2019 年 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358,798,453.02 779,386,195.22 -54%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受疫情影响所

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572.63 5,774,350.26 -100% 
本报告期内收到的出口退税减少

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8,749,830.10 244,533,860.59 -88%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受疫情影响所

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302,348,816.52 733,279,385.37 -59%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受疫情影响所

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7,996,833.08 34,328,543.98 -77%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受疫情影响所

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9,054,127.97 80,235,617.01 -89%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受疫情影响所

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3,149,800.00 92,570,000.00 -75% 收到已出售玉林环保股权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152,350,963.19 257,385,435.32 -41% 
本报告期经营受疫情影响 PPP 项

目建设减缓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430,000.00 5,000,000.00 -91% 本报告期投资相对同期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45,000,000.00 780,770,000.00 98% 本报告期新增借款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580,480,000.00 552,461,832.40 186% 本报告期内偿还借款及债券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5,901,354.30 107,036,570.86 -94% 本报告期内偿还利息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15,810.33 -74,216.17 -121% 本报告期内汇率变动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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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合同。2015 年 8 月 18 日，公司与新疆其亚铝电有限公司签署了《新疆其亚

铝电有限公司 6x360MW 超临界燃煤机组锅炉买卖合同》，合同总金额 10.20 亿

元，目前，公司已完成部分产品生产，项目已暂停。 

2015 年 08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签订日常

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5-083 

重大合同。2016 年 5 月 3 日，公司与自贡市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四川

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自贡市东部新城生态示范区一期工程 PPP 项目"

2016 年 05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签订日常

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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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项目总投资 231,623 万元，目前合同项目正在执行过程中。 编号：2016-037 

重大合同。2017 年 11 月 22 日，公司与自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区管理办

公室、华西能源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自贡综合保税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功能建

设项目》，项目总投资 18.61 亿元。目前，项目合同正在执行过程中。 

2017 年 11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签订日常

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7-098 

重大合同。2020 年 4 月 8 日，公司与烟台锦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

JT20200311NY 的《锅炉买卖合同》，合同总金额 8.6 亿元人民币。目前，合同项

目正待启动。 

2020 年 04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签订日常

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17 

诉讼事项。公司与呼伦贝尔东北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东北阜丰）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签订了《工业产品买卖合同》，合同总价 8,496 万元。截至目前公

司已累计收到合同价款 7800 余万元，尚有 1,699.20 万元未收回。2016 年 11 月

18 日，东北阜丰以锅炉设备运行产能不达标为由，向内蒙古扎兰屯市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赔偿 1,699.20 万元。2016 年 12 月 1 日公司收到扎兰屯法院

《民事起诉状》。经开庭审理，2019 年 6 月 21 日，扎兰屯法院做出判决，判决

减少合同价款 1620.43 万元。2019 年 7 月 5 日，公司已向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020 年 2 月 12 日双方在法

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阜丰公司在 2020 年 2 月 29 日前支付我公司 733 万元，

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目前该诉讼事项已按调解协议执行。 

2020 年 04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公司 2019 年年

报》 

诉讼事项。公司与石河子天富南热电有限公司（下称天富南热电）于 2005 年 11

月签订了两台锅炉设计制造合同。该两台锅炉于 2007 年 7 月正式投产，至 2015

年 7 月 8 日，运行时间已达八年。2015 年 7 月 9 日，1 号炉的省煤器冷灰斗发

生垮塌，天富南热电以产品存在严重缺陷为由，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新疆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北科欧远科技

有限公司赔偿其清理维修等费用合计 2,407.76 万元。2018 年 5 月 20 日公司收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起诉状》。目前，本案正在审理

中。 

2018 年 08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2018年半年报》 

诉讼事项。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与自贡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自

贡一建”）签订了两份《施工合同》，之后经协商，对方将合同主体变更为自贡

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宁夏分公司（以下简称“一建宁夏分公司”），合同总价为

6000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已按合同节点支付五千多万元，付款比例超过合同

约定进度，但由于双方在造价上存在争议，一建宁夏分公司于 2019 年 3 月向平

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向其支付 4,037.3 万工程款及利息。2019 年 4

月 4 日公司收到宁夏平罗法院的《民事起诉状》。经双方协商同意，正对工程造

价进行鉴定过程中。目前本案正在审理中。 

2019 年 08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公司 2019 年半

年报》 

诉讼事项。公司于 2011 年 4 月与 TRN ENERGY PVT.LTD（以下简称“TRN”）

签订了一份离岸供应合同，公司按合同约定向 TRN 出具了两份保函，合计金额

为 1861 万美元。之后，公司与 TRN 及 BGR ENERGY SYSTEMS LIMITED（以

下简称“BGR”）签署一份《DEED OF ASSIGNMENT》（转让契约），约定由 BGR

继承 TRN 离岸供应合同中的权利义务，2019 年 5 月 10 日 TRN 在丧失合同地位

的情况下，发起保函支付请求，要求银行向其支付 1,861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2 亿元）的保函款项。2019 年 5 月 20 日，公司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法院判令银行终止支付保函项下款项合计 1861 万美元。目前，本案尚

未开庭。 

2019 年 08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公司 2019 年半

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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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2017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出资入伙自贡战新高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的议案》。公司拟现金

出资 5,500 万元，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投资入伙自贡战新高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目前，公司已支付首期出资 3,850 万元。 

2017 年 03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出资入伙自贡

战新高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6 

对外投资。2018 年 7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收购德国 JL Goslar GmbH 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公司拟现金出资 650.3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 5,158.57 万元）收购德国 Endurance Capital AG 公司、德

国 Pro Consult Plus UG 公司所持德国 JL Goslar GmbH 公司合计 51%的股权。目

前，本次股权收购已通过境外监管审批，股权收购资金尚未支付。 

2018 年 07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收购德国

JL Goslar GmbH 公司 51%股

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3 

对外投资。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发起设

立清禾金泰诺并购基金合伙企业的议案》，公司计划现金出资 2 亿元、公司董事

长黎仁超先生计划出资 3 亿元，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和其他三名投资者共同投

资、参与发起设立“清禾金泰诺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并

购基金”）。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后，公司与其他计划

参与并购基金的投资者进行了多次沟通和协商，为并购基金的设立做出了积极

准备和相应安排。由于宏观经济形势、金融政策、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状

况等内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继续推进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为控制对外投资风险、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经审慎分析并与

各计划参与投资者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公司决定终止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

金。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参与发起设立清禾金泰诺并购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参与发起

设立清禾金泰诺并购基金。 

2020 年 03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关于终止

参与发起设立清禾金泰诺并

购基金的议案》公告编号：

2020-015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召开 201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方案的议案》，公司计划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期限不

超过 5 年的公司债券，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债券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偿还即

将到期的“16 华源 01”（债券本金余额 4 亿元）和“17 华源 01” （债券本金

余额 15 亿元）公司债券。鉴于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和融资政策等发生了较大变

化，同时，公司已按期、足额兑付了“17 华源 01”公司债券的 15 亿元本金和

相应利息；对“16 华源 01”（到期日 2021 年 10 月 24 日）的到期兑付，公司将

通过其他方式筹集资金兑付本息，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经审慎研究，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

请事项。 

2020 年 03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终止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议案》公告编号：2020-016 

其他说明：重大合同方面，除上表已启动执行项目外，公司于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间先后签订的其他 6 个重大订

单合同，因预付款未到，尚未启动，报告期内无进展。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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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法定代表人：黎仁超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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