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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公告编号：2015-002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富春环保  股票代码 00247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杰 胡斌 

电话 0571-63553779  0571-63553779  

传真 0571-63553789 0571-63553789 

电子信箱 zhangjie@zhefuet.com 252397520@qq.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730,068,539.57 3,167,752,858.11 3,167,752,858.11 17.75% 2,706,121,160.16 2,706,121,16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172,761,205.49 142,977,476.20 142,977,476.20 20.83% 233,769,016.94 233,769,01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54,423,249.08 135,502,299.22 135,502,299.22 13.96% 228,634,124.24 228,634,124.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401,867,769.08 567,194,545.45 567,194,545.45 -29.15% 193,768,395.80 193,768,395.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4 0.19 0.20 20.00% 0.32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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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19 0.20 20.00% 0.32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8.22% 7.17% 7.32% 0.90% 12.42% 12.42%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817,770,559.00 3,582,056,318.28 3,582,056,318.28 6.58% 2,861,400,542.71 2,861,400,54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2,184,357,286.20 2,038,889,034.42 2,014,398,414.42 8.44% 2,013,107,273.38 1,972,187,273.38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1,7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

交易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67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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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67% 276,764,000 0 质押 125,000,000 

宁波富兴电力燃料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95% 65,755,340 0   

鄂尔多斯市神煜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9% 52,838,000 0 质押 15,000,000 

杭州富阳容大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3% 26,700,000 0   

浙江省联业能源发

展公司 
国有法人 1.42% 10,438,659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零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9% 5,807,634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万菱

信中证环保产业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8% 4,261,849 0   

湖南潇湘资本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4% 3,950,029 0   

中国工商银行－华

安中小盘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0% 3,688,439 0   

程蕾 境内自然人 0.37% 2,7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神煜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富阳容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省联业能源发展公司为发起

人股东，上述五名发起人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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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上述发起人股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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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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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股东程蕾持有公司股票 2,700,000 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700,000 股。公司股东湖南潇湘资本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2,550,029 股公司股票外，还通过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950,02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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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国内宏观经济持续低迷，公司下游行业形势未出现好转。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

理层沉着应对，按照既定的工作部署和经营计划，扎实工作，主动适应新的变化，坚定不移

把节能环保事业推向深入。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投资并购力度，扩大产业规模，整合、延伸循环经济产业链，

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随着这一工作的推进，公司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对资金的需求也不断

增加，经董事会审议和股东会表决通过，公司启动了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拟募集不超过12.66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3,006.8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75%；实现利润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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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88.6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5.8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276.12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20.83%。 

4、利润分配预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734,722,150股，扣除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3,052,350

股，即 731,669,800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3167556 元（含税），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派发人民币 96,343,030.65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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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本公司自2014年7月1日或2014年度起执行财政部于2014年修订或新制定发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等八项具体会计准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

列报》的规定，资产负债表增加列报递延收益项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

具列报》的规定，向职工发行的限制性股票按有关规定履行了注册登记等增资手续的，在授

予日，企业应当根据收到的职工缴纳的认股款确认股本和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同时就回

购义务确认负债（做收购库存股处理）。 

(2)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13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递延收益 37,007,596.20 

其他非流动负债 37,007,596.20 

一年内到期的其他非流动负债 12,245,310.00 

其他流动负债 12,245,310.00 

库存股 24,490,620.00 

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1)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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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的时点 

公司原对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通用

设备、专用设备、运输工具、其他设备均以年

限平均法分别按20年、5-10年、10年、8年、5

年计提折旧。为了更加公允、适当地反映公司

固定资产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公司

根据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和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调整，分

别按30年、5-10年、15年、8年、5年计提折旧，

预计净残值率和折旧方法不变。 

本次变更经公司二届三十三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自2014年1月1日起 

(2)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备  注 

2014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固定资产 86,098,187.64  

应交税费     10,888,481.16  

2014年度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或管理费用 -86,098,187.64  

所得税费用 10,888,481.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3,904,280.11  

少数股东损益 11,305,4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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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的变更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江苏富春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4年5月22日 15,000万元 100%[注1] 

舟山富春环保商贸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4年5月29日 1,000万元 100%[注2] 

江苏汇丰中南包装有限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4年6月6日 1,020万元 51%[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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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期公司与浙江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江苏富春江环保热电有限公

司，于2014年5月22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320481000106830的《营业执

照》。该公司注册资本15,000万元，首期出资3,500万元，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0,500万元，占

其注册资本的7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 

2014年7月，公司与浙江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4,500万元

的价格受让浙江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富春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30%股权，公司

已于2014年10月缴足出资。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公司实收资本15,000万元，公司出资15,000

万元，占其实收资本的100%。 

[注2]：舟山富春环保商贸有限公司系浙江富春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注3]：本期子公司浙江汇丰纸业有限公司与浙江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江

苏汇丰中南包装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6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320481000107425的《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子公司浙江汇丰纸业有限公

司认缴注册资本1,53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51%，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

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截至2014年12月31日，子公司浙江汇丰纸业有限公司

实际出资1,020万元，占实收资本的67.11%；浙江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出资500万元，

占实收资本的32.89%。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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