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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项目子公司减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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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资子公司天津福龙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拟将其注册

资本从 10,000 万元减少至 500 万元；控股子公司南宁龙马环卫

服务有限公司拟将其注册资本从 1,008 万元减少至 300 万元；控

股子公司绍兴市龙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拟将其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少至 100 万元；控股子公司揭西县龙马环卫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拟将其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少至 500 万元；控股

子公司上杭龙马环境产业有限公司拟将其注册资本从 100 万元

减少至 50 万元。 

 本次减资在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和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减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减资事项概述 

天津福龙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福龙

马”）、南宁龙马环卫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龙马”）、

绍兴市龙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龙马”）、

揭西县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揭西龙马”）、

上杭龙马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杭龙马”）（以

下统称“项目子公司”）作为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运营环卫服务的项目公司，随着环



卫服务项目进入运营稳定期，为了有效利用资金，将对上述

项目子公司的注册资金进行减少，其中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少

数股东将按照持股比例同比例减资，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拟减注册资本 公司拟减少出资 
公司持股

比例 

天津福龙马 10,000.00 9,500.00 9,500.00 100% 

南宁龙马 1,008.00 708.00 424.80 60% 

绍兴龙马 1,000.00 900.00 585.00 65% 

揭西龙马 1,000.00 500.00 255.00 51% 

上杭龙马 100.00 50.00 25.50 51% 

本次减资完成后，上述项目子公司股东的持股比例保持

不变，减资前后上述项目子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变。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项目子公司减资的议案》，同意

上述项目子公司的减资方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减资

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须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和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减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天津福龙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2MA05Q8JD2H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天津市津南区津南经济开发区(西区)香港街

3 号 2 号楼 304-27 

法定代表人：沈贞民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4 月 28 日 

经营范围：环卫专用车辆、环卫设备及配件的制造、销

售；机械设备租赁；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

处理服务(取得许可证后经营)；清洁服务；公共厕所管理服

务；园林绿化管理；建筑物外墙清洗服务；城市水域治理服

务；江、湖治理服务；水库污染治理服务；再生物资回收；

公路养护服务；环境保护与治理咨询服务；市政管理咨询服

务；机械工程技术、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卫生工程技术、软

件技术、信息技术的开发、服务；物业服务；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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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9 月 30日 

总资产 929,631.95 2,649,771.28 3,984,054.08 

净资产 898,842.25 2,064,361.35 3,283,261.58 

营业总收入 - 3,123,117.91 6,793,279.29 

净利润 -601,157.75 -1,034,480.90 1,218,900.23 

注：2017 年、2018 年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2019 年数据未经审计。 

减资前后注册资本对比：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减资前 本次减资后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0% 500 100% 

（二）南宁龙马环卫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22MA5N6K6M2L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南宁市武鸣区标营社区定罗路 14 号定罗开



发区 B 区 56 号  

法定代表人：罗福海  

注册资本：1,008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经营范围：城市、乡镇及农村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

输、处理服务；垃圾分类服务；清洁服务；公共厕所管理服

务；园林绿化管理；建筑物外墙清洗服务；城市水域治理服

务；环境治理服务；水库污染治理服务；公路养护服务；市

政管理咨询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

批准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4,694,949.60 13,800,305.65 

净资产 3,781,744.36 8,365,224.85 

营业总收入 7,307,733.40 18,909,276.86 

净利润 781,744.36 3,533,480.49 

注：2018 年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数据未经审计。 

减资前后股权结构对比：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减资前 本次减资后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604.8 60% 180 60% 

深圳共田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403.2 40% 120 40% 

合计 1,008 100% 300 100% 

（三）绍兴市龙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MA29BBX41P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绍兴市柯桥区柯桥阳光

商务大厦 809 室  

法定代表人：罗翔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4 月 11 日 

经营范围：环境工程设计、施工；室内外保洁；道路清

扫；垃圾清运、垃圾处理；河道保洁；管道疏通；公厕保洁；

园林绿化工程；停车服务；环卫设备的销售及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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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9 月 30日 

总资产 2,809,701.37 4,063,001.41 3,727,281.39 

净资产 2,209,426.50 3,057,044.43 3,063,633.50 

营业总收入 5,993,431.30 8,465,225.35 6,198,629.96 

净利润 209,426.50 1,036,101.78 6,589.07 

注：2017 年、2018 年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2019 年数据未经审计。 

减资前后股权结构对比：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减资前 本次减资后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650 65% 65 65% 

绍兴广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350 35% 35 35% 

合计 1,000 100% 100 100% 

（四）揭西县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222MA4X0C0FXR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广东省揭西县河婆街道河山社区金凤花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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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罗福海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8 月 15 日  

经营范围：城市垃圾清扫、运输、处理服务；建筑物清

洁服务；绿化管理；城市水域治理服务；水库污染治理服务；

再生物资回收；公路养护服务；家政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

输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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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9 月 30日 

总资产 9,925,847.67 12,237,963.07 11,482,452.03 

净资产 8,958,295.42 10,824,805.12 10,128,414.38 

营业总收入 4,832,474.86 15,647,723.20 12,218,229.21 

净利润 958,295.42 2,728,975.58 1,759,687.28 

注：2017 年、2018 年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2019 年数据未经审计。 

减资前后股权结构对比：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减资前 本次减资后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510 51% 255 51% 

揭西县明丰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490 49% 245 49% 

合计 1,000 100% 500 100% 

（五）上杭龙马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23MA324FK391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古田路 71 号  



法定代表人：罗福海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9 月 28 日  

经营范围：专业保洁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专业清洗、

消毒服务；城市垃圾清运服务；城市垃圾处理服务；城市公

共建筑及设施清洗服务；城市公园管理；家政服务；普通货

物道路运输；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相应资质等级承包工程

范围的工程施工；绿化管理服务；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

厨具卫具零售；日用杂品零售；卫生洁具零售；卫生间用具

批发；室内环境治理；其他未列明污染治理服务；水污染治

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资源保护服务；城市排水设

施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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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9月 30 日 

总资产 1,308,976.48 1,107,812.57 

净资产 976,923.17 841,840.77 

营业总收入 943,883.50 2,867,767.01 

净利润 -23,076.83 364,917.60 

注：2018 年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数据未经审计。 

减资前后股权结构对比：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减资前 本次减资后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福建龙马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51 51% 25.5 51% 

福建恒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49 49% 24.5 49% 

合计 100 100% 50 100% 

三、减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资系根据上述项目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和未来经营方

针而减少其相应的注册资本。 

本次减资是在确保项目公司日常运营的前提下进行的,避免

资金闲置，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不会改变其股权结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