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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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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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
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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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峰环境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96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陶陶

王妃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
7-8 号盈峰中心 23 层
7-8 号盈峰中心 23 层

传真

0757-26330783

0757-26330783

电话

0757-26335291

0757-26335291

电子信箱

wangyf@infore.com

wangyf@infor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盈峰环境是国内领先的“智慧环卫”投资及运营平台，2019年，公司环卫装备业务国内行业销售额第一，环卫服务业务新
增年化环卫服务合同国内市场第四。
秉承“让世界更清洁，让未来更美好”的企业愿景，立足于环境管理对服务的新要求，经过创新发展，形成具有自身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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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能装备、智云平台、智慧服务”一体化的智慧环卫体系。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营业务为智慧环卫、环境监测及固废处
理等其他业务。
1、智慧环卫
公司智慧环卫运用灵活的商业模式进行投资和运营，融合智慧装备、智慧平台、智慧服务，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智慧环
卫体系，打造出全新的智慧化、精细化、机械化、经济化的智慧环卫模式，为客户在新能源无人驾驶、生活垃圾分类、垃圾
收转运、道路清扫保洁、环卫人员管理、餐厨垃圾收运、渣土运输监管、渗滤液处理、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提供全生命周期
物联网集成应用解决方案和平台运营服务。
智能装备，公司是国内环卫装备领域的领先企业。公司建立了全国最完善的环卫和环境产业链，产品型号超过400余款。
产品覆盖5G环卫机器人、无人驾驶环卫车、智能小型环卫机器人、垃圾收转运设备、分体站装备、环卫清洁装备及新能源
环卫装备等，公司的智慧装备研发能力行业领先。公司连续19年处于国内行业销售额第一的位置，且总体市场占有率超过
20%，其中中高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约为32.1%，高端产品市场占有率约为38.1%，遥遥领先，稳居行业领导者地位。根据中
国汽车研究中心的数据，2019年公司环卫装备的销售规模约为行业第二名的近3倍。
智云平台，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领先环卫全产业链大数据云智慧环卫平台，投资10，000余万元，融合5G、AI、大数据、
云计算、边缘计算等先进技术，以浸入式的思维、形成了物联网集成应用技术、数据通讯技术、视频指挥调度技术、安全驾
驶检测技术、物联网软硬兼容技术、大数据应用技术等核心技术，可以为环卫服务的管理提供市场化运营解决方案、产业化
应用解决方案、网联化集成解决方案等技术方案。该平台拥有22项智慧环卫相关的软件著作权，入选《2018年度中国智慧环
卫十佳创新案例》、《2019年工信部重点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试点示范》、《2020年湖南省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计划》，
目前在全国各省市已实施运营110余项智慧环卫项目。
智慧服务，公司通过智能硬件和物联网技术，整合环卫装备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设备运行、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数
据资源，打通“智慧分类、智慧环卫、智慧环境、新能源及无人驾驶”全产业链，实现对环卫运营服务所涉及到的“人、车、
物、事”构建“全时段、全方位、前后台无缝对接、精准高效”， 真正实现从管理到服务、从治理到运营，全面提高城市管理
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截至2019年底，公司正在运营项目数量共计46个，年化合同额18亿元，合同总额252亿元。其中，2019
年度，公司中标项目数量共计30个，新签约年化合同额8.33亿元，行业排名第四。新签约年化合同总额92.76亿元，行业排名
第四。
智慧环卫的主要运营模式主要为PPP、BOT、承包运营、委托运营。
2、环境监测及固废处理
公司环境监测及固废处理主要涵盖环境监测、固废处置等城市环境综合运营服务。
环境监测，涵盖烟气、空气质量、灰霾、水质、水利、土壤、扬尘等诸多领域的监测，为环境保护、水利水务、智慧城
市等提供“一站式”环境综合服务。经营模式以产品销售为主、运维服务为辅。
固废处置, 公司固废处置业务主要涵盖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生活垃圾填埋、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固废循环产业园等业
务。公司固废循环产业园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核心，园内配置生活垃圾处置、危废处理、污泥处理、餐厨垃圾处理、污水
处理、建筑垃圾处理、填埋场生态修复、渗滤液处理、飞灰处理等处理设施，各业务之间有机协同，一揽子解决固废问题。
经营模式主要为BOT、PPP。
3、其他业务
公司其他业务主要为电工材料及通风机械制等。
电工材料业务为电磁线加工，其产品主要涵盖铜线、铝线、圆线、扁线、漆包线、纸包线、丝包线等各温度等级的线种，
广泛应用于汽车电机、制冷压缩机、防爆电机、电子线圈、电动工具、超高压输配电设备、轨道交通、风能发电设备等各类
电机、电器中。电磁线采取以销定产的直销模式。
通风机械制造业务产品主要涵盖风机、消声器、风阀、制冷设备、磁悬浮风机、核级阀鼓风机、鼓风机等，业务范围覆
盖核电、地铁、隧道、污水处理、脱硫脱硝、工民建等领域。公司风机装备主要是以直销为主、代理为辅的模式。
行业具体情况分析见第四节“管理层分析与讨论-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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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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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2,695,858,666 13,044,761,115 13,044,761,115
.40
.49
.49

-2.67%

4,898,388,995. 8,885,748,337.
53
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61,453,754.
928,577,765.32 928,577,765.32
17

46.62% 352,656,553.59 566,123,43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2,134,237.
319,411,269.58 319,411,269.58
70

292.01% 220,861,977.33 221,449,614.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84,750,054. -1,150,744,895. -1,150,744,895.
02
07
07

227.49%

-591,521,906.1
200,697,678.70
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41

0.41

4.88%

0.32

0.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41

0.41

4.88%

0.32

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5%

7.62%

7.62%

1.43%

10.00%

7.69%

2018 年末

2019 年末

调整前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调整后

2017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4,854,667,694 24,461,293,934 24,461,293,934
.94
.13
.13

1.61%

8,146,649,028. 24,169,973,446
69
.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5,514,697,715 14,471,811,680 14,471,811,680
.97
.32
.32

7.21%

4,336,169,579. 12,086,652,607
14
.6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745,726,716.64

3,368,959,631.13

2,611,435,980.08

3,969,736,33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6,548,760.94

399,003,611.02

328,710,219.90

397,191,16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8,166,381.41

374,125,079.25

256,808,642.11

433,034,134.92

-841,174,093.07

-130,938,386.03

240,915,255.62

2,215,947,277.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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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27,555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31,060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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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盈峰资产 境内非国有
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

32.18%

中联重科股份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12.62% 399,214,659

1,017,997,3
82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1,017,997,382 质押

数量
1,017,997,382

399,21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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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控股集团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11.37% 359,609,756

弘创（深圳）投
境内非国有
资中心（有限合
法人
伙）

9.81% 310,423,813

广州粤民投盈
境内非国有
联投资合伙企
法人
业（有限合伙）

2.52% 79,842,931

79,842,931 质押

上海君和立成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上海绿联君和
其他
产业并购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2.18%

68,830,113

Zara Green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2.11% 66,778,198

0 质押

54,778,335

何剑锋

境内自然人

2.01% 63,514,690

11,723,329 质押

62,952,175

68,830,113

0 质押

315,104,265

310,423,813

广东恒健资本
国有法人
管理有限公司

1.54% 48,786,103

0

宁波绰易贸易 境内非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1.44% 45,509,430

0

79,842,931

宁波盈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盈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何剑锋先生，互为一致行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动的说明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无。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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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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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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一方面受益于蓝天保卫战、垃圾分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利好政策，环卫服务产业发展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进一步释放空间。另一方面受制于大的环保行业资本遇冷、行业负债率高企、严控金融风险等因素，环保产业将呈现由高速
发展逐渐转变为高质发展的全新局面。资金实力弱、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管理低效的企业将逐渐被淘汰，规模大、资金实
力强、技术领先、商业模式多元化、规范化的运营企业将会成为行业主流。
2019年，公司董事会充分把握国家经济形势和环保行业的发展趋势，实施产业聚焦战略，将公司主业聚焦在公司具有核
心竞争优势的智慧环卫。公司对于非核心业务选用业务结构优化、资产剥离、分拆上市等方式进行了逐步调整，盘活了存量
资源及低效资产，提高了资产经营能力和运营质量，为公司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69,585.87万元，同比下降2.6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6,145.38万元，同比
增长46.62%。
2019年，中联环境实现营业收入817,324.7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0%，实现净利润132,138.1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5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6,402.45万元，完成本年度业绩承诺（业绩承诺净利润12.30亿元），
较好的保护了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1、聚焦聚力，持续发力“智慧环卫”
盈峰环境秉承“让世界更清洁，让未来更美好”的企业愿景，着眼于中国环境治理全局，立足于环境治理对服务的新要求，
推出促进环境治理创新发展的新模式—智慧环卫。“智慧环卫”选用灵活的商业模式进行投资和运营， 融合5G、物联网、AI、
大数据、云计算、边缘计算等先进技术打造出全新的智慧化、精细化、机械化、经济化的智慧环卫模式，打通“智慧分类、
智慧环卫、智慧环境、新能源及无人驾驶”全产业链，实现对环卫运营服务所涉及到的“人、车、物、事”构建“全时段、全方
位、前后台无缝对接、精准高效”的运维服务和远程监控管理模式。公司“智慧环卫”满足市场由“清洁者”向“城市管家”升级
的主要需求，解决了行业的问题和痛点，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智慧环卫体系，为行业发展和城市环境治理贡献智慧与力量。
2、科技创新，环卫装备行业持续领先
公司坚持“科技创新是我们发展的根本”核心价值观，坚定不移地加强研发投入，确保技术领先优势，成就了公司旗下环
卫装备领先，连续19年处于国内行业销售额第一的位置，报告期内，公司申报专利73件，其中发明专利47件，截至报告期末
获得自主专利达770项，其中发明专利441项，拥有注册商标167件，其中软件著作权57件，技术专利、发明专利居行业首位；
成功掌握了新能源环卫装备、智能环卫机器人、无人驾驶环卫车辆等多项代表行业发展方向的领先技术，并获得环卫领域政
府发放的第一张无人驾驶路测牌照；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企业榜单，公司荣登揭
榜挂帅企业榜单，跻身中国顶级AI阵营，成为环卫智慧机器人产业创新“国家队”。2019年度公司实现环卫装备销售约70.34
亿元，实现环卫装备销量约2万台，根据中国汽车研究中心的数据，2019年公司环卫装备的销售规模排名第一，约为行业第
二名的近3倍。
3、高速增长，环卫服务驶入快速通道
2016年，公司决策依托在环卫装备领域已建立的竞争优势，推进环卫服务的战略，完善“从前端投放到后端处理”全产
业链。公司的环卫服务行业历经四年的努力，竞争能力快速跃升，现已发展成为具有自身特色的智慧型智慧环卫体系。2019
年公司当年新签约项目的年化合同额为8.33亿元，对比2018年度公司新签约项目的年化合同额为3.81亿元，同比增长119%，
2016年-2019年年均符合增长达到96.63%；2019年公司新增合同总额92.76亿元，对比2018年合同新增总额61.10亿元，同比增
长52%，2016年-2019年年均符合增长达到54.25%。2019年公司新签约项目的年化合同额、新增合同总额均列位全国第四名。
公司全球首批5G+智能小型环卫机器人编队在深圳市福田区正式上岗，是业内首个深度应用小型作业设备集群项目成为深圳
5G商用试点城市新名片。
4、数字化转型，建立高效运营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推进公司数字化转型战略，构建以市场、客户为导向的新型订单预定模式，建立内外协同价值链的
运营体系，覆盖6大运营领域（研发、营销、供应链、财务、项目、服务）、8大业务系统（PLM、CRM、SRM、MES、ERP、
PMS、CSS、FMS）的IBS168计划，加强产销均衡一体化、产研协同一体化，推动产品设计模块化、标准化，全面拥抱云计
算、业务数据中台，推行全系统云化战略并已实现SRM、CRM、PMS及配件商城上云。销售端引导客户转变意识，优化ERP、
CRM系统功能，加强订单及库存的管控；研发端精简产品型号，优化PLM产品型谱、EBOM结构等，降低同一型谱产品的
物料差异化，推进数字工艺、研发；制造端强化生产计划的管理，导入数字工厂MES系统、CRM销售预测与计划，逐步建
立以销定产的柔性生产机制、升级精益化制造；供应链端强化在产品设计阶段的衔接，提高新产品的可制造性，深化SRM
供方的计划协同、库存精准管控、提升生产效率；项目端构建以PMS项目计划、质量、规范标准化平台，提升项目交付的及
时、高效、风险管控能力；财务端推行资金、预算一体化体系，引入资金、预算系统，加强经营风险管控，提升财务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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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能力，建立全价值链精益化的高效运营体系。
5、提质增效，经营性现金流大幅提升
报告期公司经营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中心任务，围绕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探索多种方式提高资产经营能力，以降存
量、控增量为目标，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放弃高风险订单，强化合同风险的分类分级和责任机制，加大货款回笼力度，加快
运营周转效率，倒逼经营现金流改善，截至2019年报告期末公司经营性现金流14.85亿元，对比去年同期公司经营现金流-11.51
亿元，同比增长227.49%。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的提升，最终运营质量提升，实现了提质增效，为公司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切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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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业
智慧环卫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0.00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0.00

0.00%

0.00%

0.00%

0.00%

8,035,572,941.43 2,522,700,640.09

31.40%

0.39%

3.65%

3.25%

环境监测及固废
1,190,917,878.72
处理

336,126,360.29

28.22%

-28.03%

-28.85%

-1.14%

其他业务

3,433,533,083.71

432,024,405.27

12.58%

1.42%

18.39%

16.7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环卫装备

7,034,092,283.02 2,263,565,915.23

32.18%

-4.75%

-0.06%

4.93%

环卫服务

1,001,480,658.41

259,134,724.86

25.88%

61.72%

53.40%

-5.14%

环境监测及固废
1,190,917,878.72
处理

336,126,360.29

28.22%

-28.03%

-28.85%

-1.14%

电工材料制造及
3,433,533,083.71
其他

432,024,405.27

12.58%

1.42%

18.39%

16.72%

0.00

0.00%

0.00%

0.00%

0.00%

12,604,465,210.2
3,285,067,996.70
6

26.06%

25.19%

0.59%

-3.91%

10.41%

6.93%

3.95%

-33.43%

分产品

分地区
国内
国外

0.00

55,558,693.60

5,783,4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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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
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
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6,307,231,993.07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6,337,013,141.70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619,342,298.97
5,687,889,694.10
2,913,731,553.96
3,423,281,587.74

2)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
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
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
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
①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款项融资
其他应收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短期借款
其他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的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综合收益
未分配利润
盈余公积

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影响
2,389,358,581.74
1,050,000.00
-233,915,402.62
43,040,402.62
-43,040,402.62
619,342,298.97
-584,777,279.20
-584,777,279.20
274,592,453.45
-1,050,000.00
216,945,000.00
-216,945,000.00
-26,070,000.00
1,199,110,000.00
3,431,984.37
495,509,755.66
-4,421,836.75
90,649,835.44
989,852.38
139,994,037.51
-140,891,625.00
1,376,994,519.12
126,802,462.50
189,997,881.77
14,089,162.50

2019年1月1日
2,390,408,581.74
233,915,402.62
-34,565,019.77
584,777,279.20
273,542,453.45
-26,070,000.00
1,202,541,984.37
491,087,918.91
91,639,687.82
-897,587.49
1,503,796,981.62
204,087,044.27

②2019年1月1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
下表：
项 目
货币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应收票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2,389,358,581.74 摊余成本
2,390,408,581.74
贷款和应收款项
43,040,402.6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43,040,402.6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
619,342,298.9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584,777,279.20
贷款和应收款项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
34,565,019.77
摊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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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长期应收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贷款和应收款项
贷款和应收款项
贷款和应收款项

5,687,889,694.10 摊余成本
274,592,453.45 摊余成本
886,371,381.35 摊余成本

5,687,889,694.10
273,542,453.45
886,371,381.35

贷款和应收款项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85,134,604.85 摊余成本
216,945,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199,110,000.00 摊余成本
2,913,731,553.96 摊余成本
3,423,281,587.74 摊余成本
495,509,755.66 摊余成本
90,649,835.44 摊余成本

1,285,134,604.85
190,875,000.00

其他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

612,158,139.44 摊余成本
81,654,357.36 摊余成本

26,070,000.00
1,202,541,984.37
2,913,731,553.96
3,423,281,587.74
491,087,918.91
91,639,687.82
612,158,139.44
81,654,357.36

③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
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项目
1. 金融资产
1) 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
加:自其他应收款（原CAS22）转
入
按新CAS22列示的余额
-应收票据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新
CAS22)
按新CAS22列示的余额
-应收账款
按 原 CAS22 列 示 的 余 额 和 按 新
CAS22列示的余额
-其他应收款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
减：转出至货币资金（新CAS22)
按新CAS22列示的余额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按 原 CAS22 列 示 的 余 额 和 按 新
CAS22列示的余额
-长期应收款
按 原 CAS22 列 示 的 余 额 和 按 新
CAS22列示的余额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融资产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
面价值（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
面价值（2019年1月1日）

-2,389,358,581.74
--

--1,050,000.00

----

-----

---619,342,298.97
--

-----

------

2,390,408,581.74
-----

-584,777,279.20
---5,687,889,694.10

-----

-----

34,565,019.77
--5,687,889,694.10

--274,592,453.45
----

----1,050,000.00
---

-------

----273,542,453.45
--

886,371,381.35

--

--

886,371,381.35

--1,285,134,604.85

----

----

--1,285,134,604.85

--10,256,317,633.11 -584,777,279.20

---

-9,671,540,35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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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43,040,402.62
1. 原CAS22列示的余额和按新
CAS22列示的余额
--2. 原CAS22列示的余额
-- 190,875,000.00
加：自可供出售类（原CAS22）
转入
--按新CAS22列示的余额
---43,040,402.62 190,875,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总金融资产
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款项融资
--按原CAS22列示余额
-- 584,777,279.20
加：自应收票据（原CAS22)转入
--按新CAS22列示的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16,945,000.00
-按原CAS22列示余额
-- -190,875,000.00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新CAS22)
-- -26,070,000.00
转出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按新CAS22列示的余额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按原CAS22列示余额
-26,070,000.00
加：自可供出售类（原CAS22）
转入
--按新CAS22列示的余额
---216,945,000.00 393,902,279.2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总金融资产
1. 金融负债
2. 摊余成本
--短期借款
1,199,110,000.00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
-3,431,984.37
加：自其他应付款（原CAS22）
转入
--按新CAS22列示的余额
-----应付票据
2,913,731,553.96
-按 原 CAS22 列 示 的 余 额 和 按 新
CAS22列示的余额
---应付账款
3,423,281,587.74
-按 原 CAS22 列 示 的 余 额 和 按 新
CAS22列示的余额
-----其他应付款
495,509,755.66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
--4,421,836.75
减：转出至短期借款及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新CAS22）
--按新CAS22列示的余额
----

---

-43,040,402.62

---

---

----

190,875,000.00
-233,915,402.62

---------

---584,777,279.20
-----

-------

--------

----

26,070,000.00
-610,847,279.20

----

----

-----

1,202,541,984.37
--2,913,731,553.96

--

--

--

3,423,281,587.74

-----

-----

---

491,087,918.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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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
加：自其他应付款（原CAS22）
转入
按新CAS22列示的余额
-长期借款
按 原 CAS22 列 示 的 余 额 和 按 新
CAS22列示的余额
-长期应付款
按 原 CAS22 列 示 的 余 额 和 按 新
CAS22列示的余额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融负债

90,649,835.44
--

--989,852.38

----

---

--612,158,139.44

-----

--- ---

--81,654,357.36

----

----

--81,654,357.36

-8,816,095,229.60

---

---

--8,816,095,229.60

91,639,687.82
-612,158,139.44

④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损失准备的
调节表如下：
项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准
备（2018年12月31日）
404,282,596.74
应收账款
33,525,413.24
其他应收款
47,503,491.2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147,988,186.75
长期应收款

重分类

重新计量
----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准备
（2019年1月1日）
-404,282,596.74
-33,525,413.24
-47,503,491.27

--

--

147,988,186.75

3)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经修
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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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松原市中联欣雨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安义县中峰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赣州蓉江新区中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桦川县中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福建省南安市盈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抚顺市盈峰中联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
故城县盈联城市环境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醴陵市盈峰中联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稷山县盈联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淮北市盈联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仁寿盈峰中联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祁县盈联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中峰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盈联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曲阳县盈联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股权取得方式
设立
设立
设立
设立
设立
设立
设立
设立
设立
设立
设立
设立
设立
设立
设立

股权取得时点
2019.01
2019.02
2019.03
2019.03
2019.04
2019.04
2019.05
2019.06
2019.06
2019.06
2019.06
2019.08
2019.05
2019.10
2019.07

出资额
出资比例（%）
7,000,000.00
70.00
4,950,000.00
99.00
2,000,000.00
100.00
1,000,000.00
100.00
24,000,000.00
80.00
10,000,000.00
100.00
500,000.00
100.00
49,517,812.50
85.00
9,000,000.00
90.00
500,000.00
100.00
7,000,000.00
70.00
1,440,000.00
100.00
500,000.00
100.00
37,000,000.00
100.00
100.00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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