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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神洁环保 指 上海神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洁有限 指 上海神洁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前身）

股东大会 指 上海神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上海神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上海神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服务机构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证券、主办券商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 指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规则制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劳动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公司章程》 指 《上海神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三会议事规则 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

事会议事规则》

报告期 指 2018 年 1 月 1日到 2018 年 3 月 31 日

本期、本年 指 2018 年度

上期、上年 指 2017 年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期末、期末 指 2018 年 3 月 31 日

上期末 指 2017 年 3 月 31 日

技术术语

带电清洗 指
在不停电的情况下，采用高分子带电清洗维护技术对

电力设备进行带电清洗维护

降噪工程 指

采用主变室加装低噪声循环降温系统、采用阻隔式消

音门窗、在出入风口装阻性消声器、排风消声管及出

口消声器等方法降低变电站噪声的工程

安装工程 指 电力设备的安装，检修，技改等工程

MPRTV 指 纳米安全防污闪防护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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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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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异议事项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

完整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否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的理由

-

2、列示未出席董事会的董事姓名及未出席的理由

-

3、豁免披露事项及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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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上海神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及缩写 Shanghai Shenji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挂牌时间 2016 年 4 月 27 日

证券简称 神洁环保

证券代码 836926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

法定代表人 张浩杰

董事会秘书 宋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53834309X

注册资本 70,270,131.00 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1698 弄 31 号 22 幢 208 室

联系电话 021-64126892-805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大吉路 51-55 号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26,395,658.77 209,760,255.76 7.9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982,344.78 198,146,955.30 2.4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0.34 5.54 85.92%
资产负债率%（合并） 10.34 5.54 85.9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31,628,537.22 14,292,218.16 121.3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35,389.48 -2,618,895.23 -284.6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35,389.48 -2,618,895.23 -284.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06,129.22 -33,480,591.26 -62.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317.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317.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0.79% -19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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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不适用

（三）截至报告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4,565,131 34.96 0 24,565,131 34.9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0,207,450 14.53 0 10,207,450 14.53

董事、监事、高管 5,027,550 7.16 0 5,027,550 7.16
核心员工 1,828,200 2.60 0 1,828,200 2.6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5,705,000 65.04 0 45,705,000 65.0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0,622,350 43.58 0 30,622,350 43.58

董事、监事、高管 15,082,650 21.46 0 15,082,650 21.46
核心员工 0.00 0 0.00

总股本 70,270,131 100.00 0 70,270,131 100.00
普通股股东人数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张思平 13,400,000 27,429,800 40,829,800 58.10 30,622,350 10,207,450
2 张合召 6,000,000 12,282,000 18,282,000 26.02 13,711,500 4,570,500
3 张浩杰 600,000 1,228,200 1,828,200 2.60 1,371,150 457,050
4 张振英 600,000 1,228,200 1,828,200 2.60 1,828,200

5

西藏一甲实泽创

业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1,492,077 1,492,077 2.12 1,492,077

6

宁波市环能融科

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1,423,636 1,423,636 2.03 1,423,636

7

杭州龙华股融股

权投资基 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363,600 1,363,600 1.94 1,363,600

8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450,000 908,962 1,358,962 1.93 1,358,962

9

杭州汉理前秀创

业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895,450 895,450 1.27 895,450
10 上海汉理前骏创 454,545 454,545 0.65 45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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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计 21,050,000 48,706,470 69,756,470 99.27 45,705,000 24,051,470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张思平、张合召二者之间为姐弟关系，

张思平与张浩杰为姑侄关系，张合召和张浩杰为叔侄关系。董事张钰铮和张合召之间是姐弟关系，张

钰铮和张思平之间是姐妹关系，张钰铮和张浩杰之间是姑侄关系，除此之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五）截至报告期末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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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事项
是否存在重要

事项

是否经过内

部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否

对外担保事项 否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

资产的情况
否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收购、出售资产、

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

合并事项

否

股权激励事项 否

承诺事项 是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否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失信情况 否

公司 5 名董事于 2015 年 11 月在公司挂牌前出具了《董事声明及承诺书》，公司 3

名监事于 2015 年 11 月在公司挂牌前出具了《监事声明及承诺书》，公司高管于 2015 年

11 月在公司挂牌前出具了《高级 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挂牌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管仍需遵守此各项承诺事项，公司及董监高在本 年度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公司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投资控股或参股的其他企业与本公司主营业 务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显失公

平的关联交易；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人员出具了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为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者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行

为发生，保障公司权益，公司制定和通过了《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对外投

资管理制度》、《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对关联

交易、购买出售重大资产、重大对外 担保等事项均进行了相应制度性规定。这些制度措施，

将对关联方的行为进行合理的限制，以保证关联 交易的公允性、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的合法

合规性，确保了公司资产安全，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二）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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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期内利润分配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股

报告期内的利润分配情况

股利分配日期
每 10 股派现数

（含税）
每 10股送股数 每 10股转增数

（自行添行）

合计

报告期内的利润分配预案

项目 每 10 股派现数（含税） 每 10 股送股数 每 10股转增数

利润分配预案 4.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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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审计意见

审计报告中的特别段落

审计报告编号

审计机构名称

审计机构地址

审计报告日期

注册会计师姓名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

审计报告正文：

（二） 财务报表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7,506,697.56 61,529,908.94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410,800.00 435,000.00

应收账款 61,196,019.71 69,964,855.85

预付款项 48,352,177.62 32,386,376.61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504,167.13 6,090,982.0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46,507,653.59 32,625,087.49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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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 0.00 0.00

流动资产合计 216,477,515.61 203,032,210.97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8,742,327.97 5,552,229.60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175,815.19 1,175,815.19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9,918,143.16 6,728,044.79

资产总计 226,395,658.77 209,760,255.7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2,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8,307,508.42 4,919,916.13

预收款项 863,604.7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3,100,243.57 5,697,752.25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562.00 132,027.36

应付分保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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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3,413,313.99 11,613,300.46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23,413,313.99 11,613,300.4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股本 70,270,131.00 70,270,131.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1,545,012.85 41,545,012.8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633,181.15 8,633,181.1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82,534,019.78 77,698,630.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02,982,344.78 198,146,955.3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2,982,344.78 198,146,955.3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26,395,658.77 209,760,255.76

法定代表人： 张浩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诸弘 会计机构负责人： 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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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31,628,537.22 14,292,218.16

其中：营业收入 31,628,537.22 14,292,218.16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6,628,203.98 16,911,113.39

其中：营业成本 17,843,582.59 7,683,147.51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41,475.54 12,542.40

销售费用 2,426,540.35 4,788,581.16

管理费用 6,287,343.86 4,294,929.12

财务费用 29,261.64 131,913.20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他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000,333.24 -2,618,895.23

加：营业外收入 688,300.00 0.00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688,633.24 -2,618,895.23

减：所得税费用 853,243.76 0.0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835,389.48 -2,618,895.23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

2.终止经营净利润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835,389.48 -2,618,895.23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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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4,835,389.48 -2,618,895.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法定代表人： 张浩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诸弘 会计机构负责人： 宋涛

3.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9,557,968.64 7,807,350.61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275,114.95 373,789.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3,833,083.59 8,181,139.6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4,304,357.41 36,073,527.10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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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703,926.59

支付的各项税费 3,492,227.98 884,277.1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542,627.4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6,339,212.81 41,661,730.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06,129.22 -33,480,591.2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487,820.52 4,284,684.06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87,820.52 4,284,684.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87,820.52 -4,284,684.0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2,000,000.00 -2,5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000,000.00 -2,5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9,261.64 131,913.2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261.64 131,913.2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70,738.36 -2,631,913.2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023,211.38 -40,397,188.5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法定代表人： 张浩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诸弘 会计机构负责人： 宋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