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DONGJIANG ENVIRONMENTAL COMPANY LIMITED*

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95）

海外監管公告
以下為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所刊發之「東江環保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報告正文」。

承董事會命
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譚侃

董事長

中國,深圳市
2020 年 10 月 22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二位執行董事譚侃先生、林培鋒先生；三位非執
行董事黃藝明先生、陸備先生及晉永甫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朱征夫先生、
曲久輝先生及黃顯榮先生組成。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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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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谭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健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毛德斌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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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0,271,069,793.09

10,395,432,084.42

-1.20%

4,441,947,862.00

4,344,631,763.32

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823,336,475.02

-7.24%

2,302,366,568.05

-10.67%

68,867,618.71

-13.50%

229,409,573.93

-30.91%

36,877,821.96

-42.47%

188,176,651.91

-37.18%

227,349,987.26

-23.49%

626,425,189.13

-28.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11.11%

0.26

-31.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11.11%

0.26

-3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

-0.32%

5.14%

-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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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41,985.2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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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75,984.7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29,067.9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05,433.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5,449,796.23
3,700,750.24
41,232,92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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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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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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405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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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22.76%

200,095,962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89%

166,068,501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0%

50,087,669

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2%

33,597,766

张维仰

境内自然人

3.03%

26,613,003

江苏汇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6%

25,995,038

李永鹏

境内自然人

1.45%

12,768,095

其他

1.19%

10,445,32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7%

5,848,800

陈平

境内自然人

0.36%

3,180,44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81,817,116

12,768,09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200,095,962 境外上市外资股

200,095,962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66,068,501 人民币普通股

166,068,501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87,669 人民币普通股

50,087,669

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33,597,766 人民币普通股

33,597,766

张维仰

26,613,003 人民币普通股

26,613,003

江苏汇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995,038 人民币普通股

25,995,03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

10,445,328 人民币普通股

10,44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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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848,800 人民币普通股

5,848,800

陈平

3,180,441 人民币普通股

3,180,44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29,023 人民币普通股

2,829,023

1、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2、李永鹏先生是公司股东张维仰先生的外甥；

说明

3、江苏汇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 5%以上股东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全资子公司；
公司未知除上述之外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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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率

变化原因说明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开展降低银行贷款专项

货币资金

600,659,111.45

1,104,760,604.12

-45.63%

其他应收款

115,110,791.95

206,849,864.62

-44.35%

工作，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主要是报告期终止广发恒进-广晟东江环保虎
门绿源 PPP 项目资产支持专项计划项目资金
账户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应付票据

168,569,523.41

114,756,634.20

46.89%

144,500.00

100,360,000.00

-99.86%

主要是报告期应付票据到期偿还所致
主要是报告期偿还“17 东江 G1”公司债券及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137,005,071.59

负债

主要是报告期预付设备、工程款增加所致。

948,934,124.61

-85.56%

终止广发恒进-广晟东江环保虎门绿源 PPP 项
目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主要是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及市场竞争加剧
229,409,573.93

332,055,138.77

-30.91%

188,176,651.91

299,538,043.87

-37.18%

79,172,053.20

121,843,876.60

-3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主要是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及市场竞争加剧

的净利润
其他收益

的双重影响致使公司利润下降。

的双重影响致使公司利润下降。
主要是报告期增值税退税收入减少所致。
主要是上年同期按预期信用损失率测算确认

信用减值损失

-5,095,397.63

-82,175,186.79

-93.80%

计提一笔股权转让款及原子公司往来款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支出

17,553,490.97

370,788.18

4634.10%

5,696,451.35

3,652,581.74

55.96%

-389,813,052.81

-144,086,057.00

170.54%

-504,806,833.67

185,889,976.81

-371.56%

主要是报告期子公司因收运合同履行纠纷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项目

的净利润

款所致。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开展降低银行贷款专项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率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成的损失。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偿还到期债券及银行借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主要是报告期出售房产所致。

工作，偿还银行借款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变化原因说明
主要是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和市场竞争加剧

36,877,821.96

64,106,861.86

-42.47%

的影响，资源化业务收运价格上涨以及工业
处置业务处置价格下降导致公司利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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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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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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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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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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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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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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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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谈论的主要内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容及提供的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料
主要关注公司
2020 年 08 月
28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广发基金

经营管理方向
与重点、行业
情况等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
m.cn）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谭侃
2020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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