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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8                   证券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2019-15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声明：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控赛格     股票代码 00006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丁勤 

办公地址 深圳市大工业区兰竹东路 6 号 

传真 0755-89938787 

电话 0755-28339057 

电子信箱 qin.ding@huakongseg.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主要集中在宏观环境咨询、水环境与水务规划设计、城市水系统综合技术服务、

海绵城市建设、水环境综合治理、EPC总承包和智慧化解决方案等领域。公司致力于通过顶层规划、方案

设计、投融资、工程建设、运营维护和全过程技术服务，为城市、区域或流域提供系统化、全方位的环境

综合服务，使公司成为国内卓越的环境综合治理服务的高科技环保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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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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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05,898,377.12 412,929,685.18 -50.14% 297,563,20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885,591.79 32,603,312.37 -507.58% 9,975,17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902,548.05 30,325,235.64 -564.64% 1,858,522.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603,851.94 17,866,483.96 -377.64% 48,108,799.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20 0.0324 -507.41% 0.00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20 0.0324 -507.41% 0.00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54% 5.09% -27.63% 1.6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3,443,687,264.26 2,803,698,323.72 22.83% 1,313,724,06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2,842,983.89 656,832,547.37 -20.40% 624,229,938.8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8,662,918.57 47,745,208.58 49,338,118.72 70,152,13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90,147.13 -15,580,330.55 -18,299,944.23 -84,415,16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927,487.94 -17,072,272.57 -18,975,870.76 -88,926,916.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433,492.91 86,590,647.97 -10,070,923.65 30,309,916.6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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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9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2,17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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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48% 266,533,049  质押 266,103,049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01% 171,211,746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9% 58,325,983  质押 10,000,000 

陈进平 境内自然人 0.72% 7,29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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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百士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2% 5,264,114    

付云峰 境内自然人 0.34% 3,418,259    

高玫 境内自然人 0.31% 3,123,207    

曹增保 境内自然人 0.30% 3,063,000  质押 3,040,000 

赵永康 境内自然人 0.29% 2,913,619    

李阳 境内自然人 0.26% 2,570,900  质押 2,159,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赛格集团与赛格股份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赛格集团持有赛格股份 56.7%的股份； 

（2）其他流通股东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陈进平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通过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00,000 股，持股比例为

0.04%。 

股东赵永康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913,619 股，持股比

例为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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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

公司债券：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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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环保政策密集推出，环保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基于十九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

指示，根据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三大领域重点整治方针，公司牢固树立与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坚持履行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将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化治理思路融入公司“创

美丽环境，造绿水青山”的全过程环境治理理念。 

2018年，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支撑生态修复，促进环境保护行业蓬勃

发展，污染防治、改善环境质量已经成为中央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公司在踏实履行现有海绵城市建设

项目的基础上，大力推动水环境综合治理、黑臭水体整治、智慧化解决方案等业务拓展，同时修炼内功，

不断深化环境治理能力和效果考核的服务水平。随着《土壤污染防治法》的通过，公司在原有土壤检测与

评估业务基础上，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与研究院开展深入合作，积极完善土壤风控

与修复产业链，扩大服务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认真履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严格执行股东

大会决议,积极推进董事会决议的实施,不断规范公司治理。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589.84万元，年末总资产为344,369.73万元，净资产为52,284.30万元。 

（一）推动海绵城市项目顺利进入运营期 

公司积极推进“迁安市海绵城市建设PPP项目”、“遂宁市海绵城市建设PPP项目”和“玉溪市海绵城

市建设PPP项目”建设。截至本报告期末，遂宁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在连续三年的全国第一批海绵城市试

点城市考核评比中名列前茅。在连片效应、内涝治理、理顺体制、技术创新和海绵管控方面均取得了明显

成效，有效推动了遂宁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变革和实现城市发展转型升级；迁安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在海

绵城市建设大会上多次得到国家住建部专家和领导的肯定，申报了多项透水混凝土专利技术；玉溪海绵城

市建设，多个项目获得中国建设报海绵样板的专题报道和多家媒体“组团”宣传。根据相关政策及工程实

施情况，公司将不断加强沟通，持续完善项目细节，及时解决相关问题，以保证三个海绵城市项目可以在

2019年通过相关考核验收环节，顺利转入运营期。 

（二）拓展融资渠道，提高资金使用率 

公司一直重视融资渠道的建立和维护，充分利用构建起的股权和债权融资多元化融资平台优势，发挥

公司的融资功能，优化资本结构，为实现公司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重点做好沟通工作，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和

保障。在面对融资环境收紧，成本上行的市场环境下，2018年公司及项目公司分别获得工商银行、建设银

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等金融单位共计23.94亿元的授信额度，保持融资通道畅通，为公司

正常经营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三）对外投资，开拓新业务 

为了不断拓展公司的业务范围，拓宽公司盈利模式，完善公司的战略布局，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提

高公司投资效益，公司于2018年9月1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对内蒙古奥原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9月20日，公司与奥原新材及原股东签署了《增资扩股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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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协议》，并向其支付了增资款项。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奥原新材76.19%的股权。本次投资满足了公司

战略发展的需求，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四）继续加大坪山园区出租力度 

面对外部环境影响致使租赁经营形势明显下滑的不利局面，公司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加大公司坪山园

区厂房的出租力度。2018年通过提高出租率及租金调整等方式，仓租业务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全年收

入达到1,897.5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85%，达到历史新高。 

（五）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严格遵照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有关信息，并做

好信息披露前的保密工作，确保所有股东均能公平、公正地获得信息。公司董事会设立专门机构并配备相

应人员，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接待来访、回答咨询等。在不涉及经营机密的前提下，在公司网站上主

动披露经营情况等信息，使所有投资者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报告期内，公司认真做到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六）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控制度 

报告期内，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发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性规范文件

的要求，公司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及时修订和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公司

经营管理、风险控制，切实提高了公司规范运作水平，维护了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截至目前，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财政部等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要求，

满足了公司稳健运行及控制经营风险的要求，能够确保公司所属财产的安全、完整，能够对公司各项业务

的健康运行及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提供保证，能够对编制真实公允的财务报表提供保障。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环保设备及材料 36,317,648.77 13,035,912.13 35.89% -78.18% -78.20% -0.04% 

技术咨询规划服务 150,605,603.32 31,402,203.56 20.85% -34.43% -71.04% -26.3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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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拆分部分利润表项目；

并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发布了《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明确要求代扣个

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在“其他收益”列报，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

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等。 

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

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列报项目 2017年12月31日之前列报金额 影响金额 2018年1月1日经重列后金额 

应收票据 425,978.42 -425,978.42 --- 

应收账款 246,353,286.42 -246,353,286.42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246,779,264.84 246,779,264.84 

应付账款 702,268,926.63 -702,268,926.63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702,268,926.63 702,268,926.63 

长期应付款 --- 7,930,000.00 7,930,000.00 

专项应付款 7,930,000.00 -7,930,000.00 --- 

管理费用 77,625,938.52 -19,024,853.66 58,601,084.86 

研发支出 --- 19,024,853.66 19,024,853.66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玖骐（苏州）测试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俞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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