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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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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于2019年4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截至2018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剩

余部分结转以后年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因公司目前处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间，公司最终实际现金分红金额将根据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

登记日总股本确定。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高能环境 60358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炯 郝海星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秋枫路36号院1号楼高能环

境大厦

北京市海淀区秋枫路36号院1

号楼高能环境大厦

电话 010-85782168 010-85782168

电子信箱 stocks@bgechina.cn stocks@bgechina.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高能环境脱胎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是国内最早专业从事固废污染防治技术研究、成果转化和提供

系统解决方案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之一。 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专注于环境治理行业，坚守“科技创新、服

务利民”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环境系统服务商。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环境修复和固废处理

处置两大业务领域，形成了以环境修复、危废处理处置、生活垃圾处理、一般工业固废处理为核心业务板块，兼

顾工业废水处理、污泥处置等其他领域协同发展的综合型环保服务平台。

（1）环境修复

环境修复业务是指依靠技术手段和工程措施的有效应用，阻止次生污染的发生或防止次生有害效应的产

生，使正常的生态结构与功能得以维护或改善，实现污染土壤、场地、水体的生态修复。公司环境修复业务板块

涵盖土壤修复、地下水修复、填埋场修复治理等多个修复领域，其中土壤修复以场地修复、矿山修复、耕地农田

修复为重点。

（2）固废处理处置

①危废处理处置

危废包括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弃物，主要有化工、冶炼等制造业中产生的废酸、废碱、冶炼废物、

废矿物油等，也包括医疗机构经营产生的医疗废弃物（以下简称“医废” ）。危废处理处置业务是指通过焚烧、

填埋、物化、冶炼、提纯等方式，实现危废的资源化回收利用或无害化最终处置。公司危废处理处置的覆盖范围

主要包括工业危废和医废等。 同时，公司还提供危废焚烧、填埋等无害化设施的新建、改扩建服务。

②生活垃圾处理

公司的生活垃圾处理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为主，即通过投资、建设、运营生活垃圾发电设施，用焚烧的方

式，将生活垃圾转化为灰烬、废气和热力，所产生的热能可用于发电、供暖，从而实现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资

源化。同时，公司还提供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新建、改扩建服务。此外，公司通过投资参股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和苏州市伏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拓展生活垃圾清扫清运和环卫信息化领域。

③一般工业固废处理

一般工业固废是指从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除危废之外的其他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废渣、粉尘等。公司

的一般工业固废处理业务包括了工业固废的综合利用和填埋处置运营服务， 以及工业固废填埋场的新建、改

扩建服务。

2、经营模式

公司采用工程承包与投资建设运营相结合的经营模式。一方面，在国家环保持续投入的基础上，通过工程

承包实现业绩快速增长和现金流快速回笼的短中期目标；另一方面，通过新建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成熟运

营项目的投资并购，快速实现产业布局，提升细分市场占有率，加大优质运营资产的占比，为未来业绩持续稳

定增长和现金流持续好转的中长期战略奠定基础。

（1） 工程承包模式工程承包模式是指通过工程实施方式为客户提供环境修复系统服务或为客户建造污

染治理设施，具体模式包括工程专业承包和工程总承包。公司工程承包项目主要集中在环境修复、固废填埋场

等细分领域。

（2）投资建设运营模式投资建设运营模式主要指采取特许经营或托管运营等方式，通过在特定或不特定

期限及区域内投资建设环保运营类设施为客户提供的固废处理处置的专业化服务，具体模式包括PPP、BOT、

BOO、TOT等。公司投资建设运营项目主要集中在危废处理处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等细分领域。与上述经营

模式相对应，公司收入分为工程建设收入和运营服务收入。

报告期，工程建设和运营服务的收入和毛利额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但由于运营项目的不断增加，运营服务

的收入和毛利占比逐年快速提升。 报告期，公司运营服务的收入金额同比增长95%，占比达30.79%；运营服务

的毛利额同比增长88.47%，占比达37.60%。

3、行业情况

（1）环境修复行业

环境修复行业目前仍以土壤修复为主，但相比大气和污水治理，土壤污染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累积性，土

壤修复目前仍处于成长阶段。 随着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土壤修复行业已经

建立较为完整的法律法规、管理办法、标准导则，必将推动行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 目前环境修复行业的商

业模式仍以EPC工程总承包为主，即业主方将整个项目承包给承包商，承包商负责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等

过程，最终由业主验收。 当前业主方仍以政府为主，项目资金主要来自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

（2）危废处理处置行业

我国工业危废处理行业整体现状表现为综合利用水平较高，处置水平较低，不同细分行业表现又有所差

异。待处置的危险废弃物数量巨大，现有处理处置能力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新建危废处理处置设施投入使用需

要时间，危险废弃物待处置量增大和处理处置能力不足的矛盾愈加明显。 环保督查监管力度的加强进一步激

发了危废处理处置需求的释放，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3）生活垃圾处理行业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和清运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焚烧工艺相

较于填埋、堆肥等无害化处理工艺，具有处理效率高、占地面积小、对环境影响相对较小等优点，同时，焚烧处

理的方式还能利用焚烧产生的热能，实现垃圾的资源化，高度匹配符合“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 的原则。 同

时，在环保细分领域中，垃圾焚烧的利润率、现金收入比等经营指标均位于前列，表现出盈利性强、现金流优的

特点，具备良好的运营价值，垃圾焚烧处理已逐渐成为我国大中城市主要处理方式。本公司所处行业的详细情

况请见本报告“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及“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等章节。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8,485,801,017.70 5,961,534,495.86 42.34 4,431,832,280.80

营业收入 3,762,250,270.71 2,305,240,054.47 63.20 1,564,622,86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24,619,896.16 191,945,756.46 69.12 156,481,36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02,281,510.70 188,362,341.14 60.48 155,959,56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688,787,069.58 2,187,386,796.25 22.92 1,970,458,331.4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22,095,408.97 101,559,694.65 217.15 -111,058,740.87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498 0.296 68.24 0.242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483 0.296 63.18 0.24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3.45 9.27 增加4.18个百分点 8.24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500,069,014.91 877,529,402.16 857,814,998.90 1,526,836,85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0,943,984.60 120,919,568.37 89,500,497.75 83,255,84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0,964,

071.71

120,271,

598.04

88,807,

625.31

62,238,

215.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7,379,350.96 198,491,121.35 84,632,929.56 176,350,709.0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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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70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034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李卫国 2,923,801 151,168,373 22.89 0 质押 42,100,000

境内自

然人

许利民 0 34,671,744 5.2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刘泽军 216,300 31,808,660 4.82 0 质押 10,260,000

境内自

然人

向锦明 0 22,979,840 3.48 0 质押 20,000,000

境内自

然人

钟佳富 1,195,682 20,600,400 3.12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李兴国 0 16,755,504 2.54 0 质押 4,000,000

境内自

然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社保基金四一九组

合

9,800,000 9,800,000 1.48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第

三产业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7,999,980 7,999,980 1.21 0 无 0 其他

陈望明 0 7,891,104 1.19 0 质押 2,700,000

境内自

然人

甄胜利 211,900 6,302,700 0.9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的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之间，李卫国、李兴国

系兄弟关系，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前10名股东不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6,225.03万元，较2017年同期增长63.2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32,461.9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9.12%；每股收益0.498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为0.464

元。 2018年总资产为848,580.10万元，较期初增长42.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68,878.71

万元，较期初增长22.92%。

（1）环境修复板块

报告期内，环境修复板块成绩斐然，实现收入129,520.41万元，同比增长68.55%。

该板块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在手订单的有效执行， 尤其是苏州溶剂厂原址北区污染场地土壤治理项

目、江阴污染土壤风险管控治理项目、上海桃浦科技智慧城核心区场地污染土壤修复工程〔613A（三维制药

厂）地块〕施工、钟祥市农田安全利用与污染治理工程、杭州南郊化学、电镀厂（A、B）地块土壤及地下水修复

工程、宁波江东甬江东南岸区域修复项目等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

报告期内，环境修复板块新增订单20.79亿元，同比增长98.95%，其中，5,000万元以上金额较大的项目12

个，合计金额14.40亿元，占订单总额的69.26%。新增订单覆盖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13个省。其中公司顺利

中标金额为3.96亿元的 “苏州溶剂厂原址南区地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治理修复项目”（相关中标公告可见公

司临时公告2018-126），充分体现公司在该领域的竞争实力。

（2）危废处理处置板块

报告期内，危废处理处置板块经营情况良好，实现收入116,191.51万元，同比增长89.12%。

该板块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危废处理处置领域的运营收入增加。 报告期，公司通过外延并购与投资自建

相结合的方式， 已运营项目形成超过50万吨/年的核准经营规模。 公司现有运营的危废处理处置项目8个，处

理处置种类涵盖《国家危险废物名录》46大类中的33类。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贵州宏达的并购；宁波大地

提前完成三期100吨/日焚烧线并顺利投产，靖远宏达、中色东方二期也相继完成提标改造并运行。

报告期内，危废处理处置板块新增订单14.07亿元，主要为乐山高新区犍为新型工业基地静脉产业园固废

项目（以下简称“乐山项目” ）、四川省凉山州甘洛危废项目（以下简称“凉山州项目” ）等两个新建综合处置

项目。 2019年，乐山项目、凉山州项目、蒙西项目等新建项目将陆续进入建设阶段，滕州高能着手技改/扩产计

划，上述项目投产后，将新增危废项目核准经营规模合计超过30万吨/年。

（3）生活垃圾处理板块

报告期内，生活垃圾处理板块实现收入94,825.82万元，同比增长154.53%。

该板块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收入和垃圾填埋场项目的工程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推进垃圾焚烧项目建设，泗洪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一期）建成并投入

运营，和田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濮阳市静脉产业园综合垃圾处理项目、岳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贺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新沂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临邑县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处于

前期审批手续办理阶段；此外，还取得北京顺义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托管运营权利。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生活垃圾处理板块订单38.17亿元。 其中，内江城乡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合同金额22.5

亿元，包含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到焚烧填埋处置全过程，涉及转运站、填埋场、焚烧发电厂等十余个项目的建设

实施，处置种类涵盖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市政污泥等，是公司首个城乡一体化的生活垃圾处理项目。 此外，新

增荆门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置项目、天津市静海区新能源环保发电项目（一期）等项目。报告期末公司

在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处理规模已达8,800吨/日。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株洲南方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北京高能时代环境修复有限公司、吉林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

司、长春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和鄂尔多斯市高能时代环境产业技术有限公司等六十七家子（孙）公司

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具体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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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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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高能环境”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

通知于2019年3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19年4月8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李卫国先生主持，全体董事认真审阅了会议议案，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就下述事项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3）。公司全部3名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18年

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全部3名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2018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全部3名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继续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9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预计不超过80万元。 公司全部3名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2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开展业务的资金需求，2019年度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100亿元， 包括

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授信开证、贸易融资、融资租赁、项目贷款、并购贷款等业务，根据相关

金融机构要求，以公司合法拥有的财产作为上述融资的抵押物或质押物。

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要选择申请融资的金融机构，在上述融资额度内，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调整金融

机构间的额度， 并全权委托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 授权期限自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以上事宜授权公司董事会责成专人办

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517,100万元，期限为自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每笔担保事宜不再单独召开董事会，并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范围内，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相关担保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更改相关协议，或办理与本担保事项相关的一切其

他手续。

截至信息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42,260万元，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上述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52.91%。 除上述事项之外，截至目前公司无其

他对外担保行为及逾期担保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5）。

公司全部3名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同意。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议会议同意于2019年4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9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

《高能环境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公告编号：2019-027）。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社会责任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

2018年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分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经营业务发展需要，为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公司拟注销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长春高虹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昌都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一：

公司名称：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卫东龙商务大厦B座三层

经营范围：环境污染防治技术推广；环保产品的技术开发。

公司二：

公司名称：长春高虹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农安县合隆镇合兴大路南侧

经营范围：环境防治技术推广，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固体废物焚烧发电，环保产品的技术开

发；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及资产管理（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三：

公司名称：昌都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昌都经济开发区A坝区经开大厦10层A区1001-A59

经营范围：环境污染防治技术推广；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环保产品的技术开发；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环保工程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环境基础设施投

资；销售黄金制品、白银制品、市政顶管成套设备；建筑工程机械、环卫机械、汽车的租赁与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注销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不涉及可能产生关联人同业竞争的情况。 公司不

存在为注销公司担保、委托其理财、以及注销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本次注销完成后，对公司实际生产经

营不存在任何风险和不利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的《高能环境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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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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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4月8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监事会于本次会议召开前10日以通讯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由公司监事会

主席甄胜利先生主持， 全体监事认真审阅了会议议案， 全部3名监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表

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就下述事项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规范合法，符合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信息真实

客观反映了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不遵守保密规定的行

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制定的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与公司成长性相匹配，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同意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3）。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2018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监事会审议，同意继续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9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预计不超过8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2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

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 2019�年 1-3�月份的

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在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过程中，未发现参与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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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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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因公司目前处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间，公司最终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将

根据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总股本确定。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8�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主要内容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4,619,

896.16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24,205,944.38元（母公司），2018年度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为300,413,951.78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945,384,521.04元， 扣减2018年实际派发现金股利

19,865,728.62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225,932,744.20元。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要

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定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因公司目前处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间， 公司最终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将 根据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

股权登记日总股本确定。

二、关于分红情况的说明

（一）行业及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始终专注于环境治理行业，坚守“科技创新、服务利民” 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环境系

统服务商。 公司主要从事环境修复和固废处理处置两大业务领域，形成了以环境修复、危废处理处置、生活垃

圾处理、一般工业固废处理为核心业务板块，兼顾工业废水处理、污泥处置等其他领域协同发展的综合型环保

服务平台。

公司采用工程承包与投资建设运营相结合的经营模式。工程建设方面，公司需要垫付前期建设资金；投资

运营方面，公司以危废处理处置、生活垃圾处理为核心板块，并购标的公司及投资建设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亦需

要大量资金投入，结合公司各项费用支出及其他情况，公司拟定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二）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用途

为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公司将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发展主营业务，补充公司生产经营资金，以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保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更好的回报投资者，符合公司未来发展和股东长远利益。

三、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利润分配预案已经 2019�年 4�月 8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拟定的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公司现阶段盈利水平、财务状况、经营管

理及中长期发展等因素，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与公司成长性相匹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意见：本次制定的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与公司成长性相匹配，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同意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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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公司

2019

年审计机构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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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8日，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

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作为公司的审计服务机

构，在2018年的审计服务过程中，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顺利地完成了公司各项专项审计及财务

报表审计，较好地履行了合同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公司拟继续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2019年度的

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预计不超过8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

该所在公司2018年度的审计过程中，能够按照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实施审计工作，遵循独立、客观、公正

的执业准则，已顺利完成公司2018年度审计工作；未发现该所及其工作人员有任何有损职业道德的行为，也

未发现公司及公司工作人员有试图影响其独立审计的行为， 我们同意继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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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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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 ）下属控股子公

司（以下简称“下属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拟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 517,

100�万元，截至信息披露日，已实际为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共计142,260万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项目建设需要及 2019�年度资金需求，实现高效筹措资金，公司于 2019�年 4�月 8�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

保总额不超过 517,100万元，期限为自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每笔担保事宜不再单独召开董事会。 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

会授权人士在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范围内，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相关担

保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更改相关协议，或办理与本担保事项相关的一切其他手续。

基本情况：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预计担保额度（万元）

1

北 京

高能时代

环境技术

股份有限

公司

濮阳高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不超过50,000

2 和田高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不超过40,000

3 新沂市高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不超过32,000

4 临邑高能环境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不超过32,000

5 天津高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不超过63,200

6 内江高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不超过157,500

7 乐山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不超过77,000

8 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不超过10,000

9 甘肃中色东方工贸有限公司 不超过12,000

10 荆门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不超过36,400

11 高能时代环境（滕州）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不超过7,000

合计 不超过517,100

上述下属子公司资产负债率均未超过70%，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可预计的担保额度，公司同意授权公司董

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对上述第1-11项担保额度在公司其他资信良好的下属子公

司范围内进行调剂。

在上述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517,100万元全部实施的情况下， 预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92.32%。

公司将在后续实际发生对上述下属子公司的担保事项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另

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该担保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情请见同日于《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1）。 本次担保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主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濮阳高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濮阳高能” ）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河南省濮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胡村乡天阴村垃圾填埋场北侧

法定代表人：赵欣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处理技术研发、咨询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的清扫、清运服务。

公司持有濮阳高能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021.29 15,183.10

负债总额 24.44 9,221.69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4.44 9,221.69

资产净额 5,996.85 5,961.41

2017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3.15 -35.44

（二）和田高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田高能” ）

注册资本：16,499.24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市友谊路3号

法定代表人：齐志奇

经营范围：生物质能发电，新能源电站的建设、维护。

公司持有和田高能94.73%�的股权，和田市丝路名城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和田高能5.27%�的

股权。 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9,066.42 42,997.18

负债总额 13,089.51 27,038.46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3,089.51 26,558.46

资产净额 15,976.91 15,958.72

2017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5.06 -18.19

（三）新沂市高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沂高能” ）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新沂市双塘镇袁湖村

法定代表人：忻研冰

经营范围：垃圾发电；垃圾处理技术研发、咨询服务；环境卫生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新沂高能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0.97 5,412.31

负债总额 - 415.72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 415.72

资产净额 0.97 4,996.59

2017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0.03 -3.38

（四）临邑高能环境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高能” ）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恒源街道办事处院内

法定代表人：赵欣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处理技术研发、咨询服务；环境卫生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临邑高能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327.47 1,069.14

负债总额 240.02 2.94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40.02 2.94

资产净额 1,087.45 1,066.20

2017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2.55 -21.25

（五）天津高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高能” ）

注册资本：15,793.19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天津市静海区陈官屯镇团大线静陈公路口西北角100米处

法定代表人：张华振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危险废物治理；垃圾处理技术研发、咨询服务；城市生

活垃圾的清扫、清运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天津高能99.37%�的股权，天津静泓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天津高能0.63%的股权。其相关

财务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 5,600.00

负债总额 - 5,600.00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 5,600.00

资产净额 - -

2017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 -

（六）内江高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江高能” ）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梧桐路1号一幢1单元28楼9-14号

法定代表人：熊辉

经营范围：环境污染防治技术推广；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环保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黄金制

品、白银制品、机械设备、汽车、市政顶管成套设备；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内江高能69.692%�的股权，内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30%的股权，国开四川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其0.147%的股权，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0.147%的股权，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持有其0.007%的股权，成都三创市容环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0.007%的股权。其相关财务

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 -

负债总额 - -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 -

资产净额 - -

2017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 -

（七）乐山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山高能” ）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犍为县孝姑镇田佳村（新型工业基地孝姑核心区）

法定代表人：吕美华

经营范围：与工业固体废弃物、危险废弃物、医疗废弃物、市政污泥治理处置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承接：工业固体废弃物、危险废弃物、医疗废弃物、市政污泥的污染治理工程、工业固体废弃物、危险

废弃物、医疗废弃物、市政污泥处置。工业固体废弃物、危险废弃物、医疗废弃物、市政污泥收运、储存、干化、焚

烧、稳定固化、填埋、综合利用以及相关工程设施建设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乐山高能90%�的股权，乐山高新投犍为基地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乐山高能10%的股权。

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 1,834.45

负债总额 - 34.50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 34.50

资产净额 - 1,799.95

2017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 -0.05

（八）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宏达” ）

注册资本：4,085.793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顶效镇合心社区

法定代表人：王雷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

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

主选择经营。（有色金属废渣、废料、矿石、矿产品回收、加工、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

后方可经营））

公司持有贵州宏达97.281%�的股权，黔西南州牂牁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其2.092%的股权，贵州省冶金

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0.627%的股权。 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 28,364.00

负债总额 - 22,360.42

银行贷款总额 - 7,610.00

流动负债总额 - 20,360.42

资产净额 - 6,003.59

2017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 19,688.56

净利润 - -2,207.24

（九）甘肃中色东方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色东方” ）

注册资本：2,934.2759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甘肃省金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甘肃电投永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南侧

法定代表人：李爱杰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矿产品（不含特种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国家限制产品）加工及销售；建筑材料、

通用机械、专用设备批发零售。

公司持有中色东方51%的股权，金昌宏科商贸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 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670.91 14,709.75

负债总额 2,379.36 5,648.42

银行贷款总额 - 2,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379.36 5,554.34

资产净额 5,291.54 9,061.33

2017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2,130.58 18,762.98

净利润 510.60 3,769.79

（十）荆门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高能” ）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兴隆街办迎春村办公室幢

法定代表人：陈三林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处理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荆门高能90%�的股权，荆门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

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 -

负债总额 - -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 -

资产净额 - -

2017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 -

（十一）高能时代环境（滕州）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滕州高能” ）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滕州市木石镇高科技化工园区

法定代表人：熊辉

经营范围：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处置方式仅限于精馏处置、焚烧处置）：危险废弃物、甲醇类残液（甲

醇、乙醛、二甲醚等混合物）1万吨/年、醋酸类残液（醋酸、丙酸、乙酸甲酯、乙酸乙酯、2-戊酮乙酸酐、乙二醇二

乙酸酯等混合液）9000吨/年、焦化苯类残液（苯、二甲苯、四氢化萘、茚满、萘混合液）5000吨/年、废矿物油

3000吨/年、丁辛醇类残液（丁醇、丁醛、辛醇混合物）8000吨/年；焚烧危险废物7000吨/年；生产：1,2-二甲苯

596.4吨/年、1,3-二甲苯596.4吨/年、1,4�二甲苯596.4吨/年、正丁醇4724.8吨/年、2-甲基-1-丙醇4724.8吨/

年、柴油345吨/年、异丁醛635.2吨/年、正丁醛635.2吨/年、乙酸溶液（含量≤80%）7874.3吨/年、乙酸（含量＞

80%）7874.3吨/年、丙酮1159吨/年、乙酸乙酯1159吨/年、乙酸甲酯1159吨/年、丙酸4662.7吨/年、丙烯酸

4662.7吨/年、甲醇4190吨/年、二甲醚3421吨/年、乙醛1800吨/年、苯245.5吨/年、萘1832吨/年；销售：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润滑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凭许可证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滕州高能100%�的股权，其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9,307.18 9,999.66

负债总额 2,582.43 2,239.39

银行贷款总额 - 150.00

流动负债总额 2,582.43 2,078.39

资产净额 6,724.75 7,760.27

2017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921.80 4,310.66

净利润 -945.78 1,035.5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相关下属子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计划担保总额仅为公司拟提供的担保额度。 上

述担保尚需银行或相关机关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将在

上述范围内，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考虑公司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需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 517,100万

元的担保。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担保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担保是在公司

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基础上，经合理预测而确定的，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

控范围内。该议案涉及的担保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此项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信息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42,260万元，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上述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52.91%。 除上述事项之外，截至目前公司无其

他对外担保行为及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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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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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订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订单金额为78.45亿元，其中：

1.�按经营模式划分，工程承包类订单新增29.02亿元，投资运营类订单新增49.43亿元；

2.�按业务板块划分，环境修复领域新增订单20.79亿元；固废处理处置领域中，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类业务

新增订单38.17亿元，危废处理处置类业务新增订单14.07亿元，一般工业固废类业务新增订单3.05亿元；其他

类业务新增订单2.38亿元。

二、 公司在手订单情况及订单状态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手订单金额共计118.65亿元，其中已履行20.04亿元，尚可履行98.61亿元。

三、项目运营发电情况

区域

累计发电量

（万度）

上网电量

（万度）

上网电价

（元/度）

已结算电量（万

度）

江苏省 2,574.24 2,068.20 0.65 2,068.20

注：2018年，公司泗洪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一期）建成并投入运营。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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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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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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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4月3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4月30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秋枫路36号院1号楼高能环境大厦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4月30日

至2019年4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 √

2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3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4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5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

《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

7 《关于2019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

8 《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

9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至8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或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可见

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高能环境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高能环境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议案9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内容可见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在 《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执行情况及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司还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另行刊登本次股东大

会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8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6、8、9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李卫国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

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

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588 高能环境 2019/4/2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参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登记或报到时需要提供以下文件：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营业执照、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营业执照、法人股东股票账

户卡、本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一）。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股票账户

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有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一）。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

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单

位的，还应持有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一）。

2、参会登记时间：2019年4月26日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6:00

3、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北京市海淀区秋枫路36号院1号楼高能环境大厦）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2、联系人：安先生、刘先生

电话：010-85782168

传真：010-88233169

邮箱：stocks@bgechina.cn

3、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秋枫路36号院1号楼高能环境大厦证券部

邮编：100095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4月30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

2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5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7 《关于2019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8 《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9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3588

证券简称：高能环境 公告编号：

2019-028

转债代码：

113515

转债简称：高能转债

转股代码：

191515

转股简称：高能转股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一季度主要经营信息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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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订单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订单金额为5.53亿元，均为工程承包类订单；

2.�按业务板块划分，环境修复领域新增订单3.15亿元；固废处理处置领域中，生活垃圾处理处置类业务新

增订单1.08亿元，危废处理处置类业务新增订单0.46亿元，一般工业固废类业务新增订单0.62亿元；其他类业

务新增订单0.22亿元。

二、 公司在手订单情况及订单状态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手订单金额共计124.18亿元，其中已履行25.13亿元，尚可履行99.05亿元。

三、项目运营发电情况

区域

累计发电量

（万度）

上网电量

（万度）

上网电价

（元/度）

已结算电量（万

度）

江苏省 1329.53 1070.70 0.65 1070.70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9日

一、 重要提示

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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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陈望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秀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祁鹤鸣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9,225,829,202.93 8,485,801,017.70 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746,626,175.27 2,688,787,069.58 2.1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8,261,346.40 -137,379,350.96 142.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84,250,118.94 500,069,014.91 3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4,681,374.36 30,943,984.60 7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2,703,538.37 30,964,071.71 7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013 1.405 增加0.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3 0.047 76.6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1 0.047 72.3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2,510.9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

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20,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228,969.2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120,00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54,375.50

所得税影响额 -979,268.76

合计 1,977,835.9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6,03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李卫国 151,168,373 22.8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许利民 34,671,744 5.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泽军 31,808,660 4.82 0 质押 10,260,000 境内自然人

向锦明 22,979,840 3.48 0 质押 20,000,000 境内自然人

李兴国 16,755,504 2.54 0 质押 4,000,000 境内自然人

钟佳富 12,880,500 1.9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社保基金四一九

组合

12,000,000 1.82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

第三产业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7,999,980 1.21 0 无 0 其他

陈望明 7,891,104 1.19 0 质押 2,700,00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7,344,144 1.11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李卫国 151,168,373 人民币普通股 151,168,373

许利民 34,671,744 人民币普通股 34,671,744

刘泽军 31,808,660 人民币普通股 31,808,660

向锦明 22,979,840 人民币普通股 22,979,840

李兴国 16,755,504 人民币普通股 16,755,504

钟佳富 12,88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80,50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四一

九组合

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第三产业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7,999,980 人民币普通股 7,999,980

陈望明 7,891,104 人民币普通股 7,891,10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344,144 人民币普通股 7,344,14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的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之间，李卫国、李兴

国系兄弟关系，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前10名股东不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变化比例（%）

货币资金 113,256.20 67,747.30 67.17

预付款项 31,546.63 24,241.89 30.13

在建工程 8,450.58 5,940.31 42.26

应付职工薪酬 1,638.05 4,972.97 -67.06

应付债券 126,526.34 66,497.76 90.27

长期应付款 2,098.76 3,148.63 -33.34

货币资金较年初增长67.17%的主要原因：本期成功发行6亿元绿色债券资金到位。

预付款项较年初增长30.13%的主要原因：本期开工的工程建设项目增加，设备预付款相应增加。

在建工程较年初增长42.26%的主要原因：本期甘肃中色东方工贸有限公司等子公司生产线建设投入增

加。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67.06%的主要原因：2018年度年终奖在2019年发放。

应付债券较年初增长90.27%的主要原因：成功发行6亿元绿色债券。

长期应付款较年初减少33.34%的主要原因：本期归还部分融资租赁款。

2、利润表变动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化比例(%)

营业收入 68,425.01 50,006.90 36.83

营业成本 53,033.70 34,554.79 53.48

税金及附加 270.69 448.50 -39.65

资产减值损失 -1,287.63 1,278.06 -200.75

其他收益 788.68 99.14 695.52

资产处置收益 9.94 -37.45 126.54

营业外收入 56.74 21.48 164.15

所得税费用 1,300.98 326.94 297.93

利润总额 7,199.70 4,401.77 63.56

净利润 5,898.72 4,074.83 44.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5,468.14 3,094.40 76.71

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36.83%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开工项目确认收入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长53.48%的主要原因：本期营业收入增加，营业成本相应增加；另外营业成本中

人工、材料成本等均同比增加。

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下降39.65%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税收政策调整，本期税率同比下降；另一方

面上年同期集中缴纳残疾人保障金近100万元。

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下降200.75%的主要原因：本期收回杭州新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灌南田楼自来水厂等项目工程款；子公司阳新鹏富矿业有限公司本期收回上年销售货款。

其他收益较去年同期增长695.52%的主要原因： 本期收到宁波大地化工环保有限公司三期设备财政补

贴325万元，以及西藏蕴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税收返还405万元。

资产处置收益较去年同期增长126.54%的主要原因： 2018年同期处置部分固定资产。

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164.15%的主要原因： 收到财政补贴款增加。

公司利润总额、净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经营规模增长，期间费用

率同比下降；本期持续加大回款力度，冲回部分坏账准备。

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297.93%的主要原因：公司利润总额增长导致计提所得税费用增长。

3、现金流量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化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26.13 -13,737.94 142.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843.95 -25,934.32 19.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631.97 24,239.95 150.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142.41%的主要原因：本期回款较上年同期增长84.5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150.13%的主要原因：本期发行6亿元绿色债券资金到位。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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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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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望明

日期 2019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