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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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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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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1.5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董事会秘书 周春玲  
职务 董事会秘书 
电话 0536-8825806 
传真 0536-8825806 
电子邮箱 hlnyquanwu@163.com 
公司网址 www.hongligroup.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惠贤路 2751 号；邮编：2610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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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421,134,203.25 531,059,339.20 -20.7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5,481,508.08 250,052,688.79 -33.82% 
营业收入 24,138,053.51 14,638,852.73 64.8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737,847.00 -96,299,930.12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6,605,223.45 -96,270,558.33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32,499.96 17,313,623.72 -10.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80% -32.3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0 -1.48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0 -1.48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2.55 3.85 -33.77%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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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75,460 50.42% -479,966 32,295,494 49.6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0,593,338 16.30% 233,000 10,826,338 16.66% 
      董事、监事、高管 - - 66,654 66,654 0.10%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2,224,540 49.58% 479,966 32,704,506 50.3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0,988,505 47.67% 276,000 31,264,505 48.10% 
      董事、监事、高管 10,734,638 16.51% -9,520,705 1,213,933 1.87%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65,000,000 - 0 65,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41 

 

2.3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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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宏力艾尼维尔环 32,083,240 0 32,083,240 49.36 21,489,902 10,59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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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 于倩 8,903,631 509,000 9,412,631 14.48 9,179,631 233,000 
3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4,227,497 57,000 4,284,497 6.59 0 4,284,497 

4 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4,053,771 0 4,053,771 6.24 0 4,053,771 

5 天津普凯天吉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804,714 0 1,804,714 2.78 0 1,804,714 

合计 51,072,853 566,000 51,638,853 79.45 30,669,533 20,969,320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山东宏力艾尼维尔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于奎明控制的公司，其股权结构为于奎明持股

78.67%，韩学梅持股 20.47%，徐文富持股 0.86%；于奎明与韩学梅系夫妻关系，于奎明与于倩

系父女关系，韩学梅与于倩系母女关系；除此之外，其他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于奎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94,9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2%；于奎明、

韩学梅夫妇通过控制宏力集团间接控制公司股份 32,083,2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36%；于倩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 9,412,6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48%；截止报告期末，于奎明、韩学梅夫妇及其女儿于倩直

接及间接合计控制公司 64.76%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于奎明 

（78.67%） 

韩学梅

（20.47%） 

徐文富

（0.86%） 

山东宏

力艾尼

维尔环

境科技

集团有

限公司 

于

奎

明 

高新

投资

发展

有限

公司 

于

倩 

中

泰

证

券 

鲁证

创业

投资

有限

公司 

山东宏力热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49.36% 6.24% 6.59% 14.48% 0.92% 

天津

普凯

天吉

股权

投资

基金

合伙

企业 

天津

普凯

天祥

股权

投资

基金

合伙

企业 

2.78% 2.53% 2.49% 

其他

股东 

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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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变更 

2017 年，财政部修改与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准则，上述准则在报告期内已实施，本期其他收益影响金

额 1,417,222.20 元。 

但未对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报表项目产生影响 。 

2017 年 12 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对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

损失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影响本期金额 1,378,902.74 元，影

响上期金额 109,452.90 元；在“净利润”项下新增“（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和“（二）终止经营净利润”项

目，分别反映净利润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净利润和与终止经营相关的净利润。 

2、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追溯重述法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

较期间报表项目

名称 

所属会计

期间 累积影响数 

2016 年阳信殡仪馆未确认收入 调增应收账款确认收入 应收账款 2016 年度 130,000.00 

2016 年潍坊职业学院、诸城潍水怡景园、

阳信质量监督局多暂估入账金额 
调减应收账款以及收入 应收账款 2016 年度 714,141.99 

2016 年阳信县行政事务管理局直接从应

收账款中扣除电损费用 
调减应收账款增加成本 应收账款 2016 年度 108,890.05 

冲回多暂估的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潍坊

供电公司账面余额 
调减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2016 年度 281,301.96 

补提 2016 年累计折旧 补提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 2016 年度 52,073.97 

补提 2016 年累计摊销 补提累计摊销 无形资产 2016 年度 331,795.13 

调整诸城晟达物业跨期电费成本 调减应付账款冲成本 应付账款 2016 年度 150,000.00 

冲回阳信县供电公司信城供电所多暂估

的电费 
调减应付账款冲成本 应付账款 2016 年度 796,101.32 

调整 2016 年跨期应付职工薪酬 
调减应付职工薪酬冲管

理费用 
应付职工薪酬 2016 年度 151,106.38 

补提 2016 年企业所得税 调增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 2016 年度 98,7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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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减应收账款调整减增值税 调减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 2016 年度 40,873.00 

2016 年阳信殡仪馆未确认收入以及增值

税销项税 
调增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 2016 年度 7,358.49 

2016 年潍坊职业学院、诸城潍水怡景园、

阳信质量监督局多暂估入账金额冲收入

及增值税 

调减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 2016 年度 40,423.13 

调整 2016 年多暂估收入 调减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2016 年度 551,077.35 

2016 年阳信县行政事务管理局直接从应

收账款中扣除电损费用 

调减应收账款增加营业

成本 
营业成本 2016 年度 108,890.05 

补提 2016 年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补提累计摊销增加营业

成本 
营业成本 2016 年度 42,278.12 

调整 2016 年多暂估的成本 
调减应付账款及营业成

本 
营业成本 2016 年度 946,101.32 

调整 2016 年跨期应付职工薪酬 
调减应付职工薪酬冲管

理费用 
管理费用 2016 年度 151,106.38 

补提 2016 年累计折旧 补提累计折旧 管理费用 2016 年度 4,029.41 

调整 2016 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调减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2016 年度 28,130.20 

调整现金流量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期末

余额 

调增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2016 年度 10,701,561.50 

根据测试调整累计折旧 补提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 2015 年度 48,044.56 

调整以前年度无形资产摊销差异 补提累计摊销 无形资产 2015 年度 289,517.01 

根据测试调整累计折旧 补提累计折旧 管理费用 2015 年度 4,062.96 

调整企业 15 年多记暂估收入 冲减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2015 年度 281,301.96 

调整企业 15 年多记暂估收入 冲减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2015 年度 240,428.96 

调整企业 15 年多记暂估收入 冲减应交税费增值税 应交税费 2015 年度 40,873.00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营业收入 15,189,930.08 14,638,852.73 73,737,217.59 73,496,788.63 
营业成本 15,346,051.67 14,551,118.52   
管理费用 19,433,442.63 19,286,365.66 21,994,997.12 21,999,060.08 
资产减值损失 46,828,614.59 46,800,484.39   
所得税费用 7,963,293.44 8,062,033.99   
净利润 -97,041,455.58 -96,721,133.16   
应收账款 145,400,250.53 144,454,046.73 220,085,117.63 219,803,815.67   
固定资产 123,017,029.36 122,964,955.39 142,887,531.99 142,839,487.43 
无形资产 88,895,946.18 88,564,151.05 91,902,338.35 91,612,8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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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53,852,523.73 52,906,422.41   
应付职工薪酬 4,752,601.83 4,601,495.45   
应交税费 5,575,873.20 5,600,676.11 10,915,403.91 10,874,530.91 
未分配利润 -112,643,203.80 -112,900,871.91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106,108,666.50 116,810,228.0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242,808.67 -42,944,370.1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750,030.27 1,048,468.77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1、近年来，随着国内观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尤其是房地产相关行业整体面临巨大的去库存压力，

地热能源项目需求整体放缓，且公司面临原有建筑市场客户存在延期办理竣工验收、付款不及时，以及

新增客户较少等情况，使得公司销售收入出现大幅度下滑。对此，公司改变原有经营发展思路，1、加

强建筑市场客户的信用评级，重点开发信用资质较好的客户；2、积极推进公司产品应用市场的范围拓

展，加强公司产品在工业企业节能市场的应用以及客户开发；3、逐步推广地热能冷暖能源站的投资运

营业务，开展地热合同能源管理的布局；从以上三方面着手不断增强企业持续经营能力和应对风险的能

力。 

2、对于会计师在实施函证及现场核查等审计程序时发生的因债务人不配合或因质量存在争议等情

况导致未能确认的应收账款余额，公司正与客户就争议事项进行积极沟通，并尽快落实沟通结果。 

3、对于会计师无法通过监盘及其他必要的审计程序确认的发出商品，公司将积极与相关责任方进

行沟通确认，并尽快协调会计师实施对发出商品的监盘、函证等审计工作。 

4、对于会计师无法确认的公司偿还的应付账款事项，公司将尽快与收款单位取得沟通，取得对方

单位的确认。 

对上述沟通事项，公司承诺将于相关结果取得实质性进展时，及时与主办券商、会计师沟通，并及

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山东宏力热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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