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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龙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注销部分环卫服务项目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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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龙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注销部分环卫服务项目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控股

子公司南通龙马环卫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项目公

司”）、控股子公司上杭龙马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杭项目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龙马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贵州项目公司”）。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事项

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一、拟注销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南通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通龙马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00MA1WLHK14F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通市崇川区濠东小苑附 1 幢 

法定代表人：周玮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 5 月 28 日 

经营范围：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处理；保洁服务；公

共厕所管理服务；园林绿化管理；建筑物外墙清洗服务；水域治

理；公路养护服务；市政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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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出资比例 

1 福龙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5 75% 

2 南通赞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5 25% 

合计 100 75% 

（二）上杭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杭龙马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23MA324FX391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古田路 71 号 

法定代表人：卢钟辉 

注册资本：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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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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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出资比例 

1 福建龙马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25.50 51% 

2 福建恒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24.50 49% 

合计 50 100% 

（三）贵州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州龙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290MA6HMK3E1M 

公司类型：其它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先进装备制

造园办公大楼一楼 106 室 

法定代表人：杨雄汉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 4 月 17 日 

经营范围：环境工程和技术研究；环境试验；城乡生活垃圾

的清扫、收集、运输、处理和处置、管理；车辆修理与维护；环

卫车辆、环卫设备及配件的制造和销售；园林养护、保洁；河道、

水域清理保洁、下水道清污；移动厕所、固定厕所服务、保洁；

生活垃圾、餐厨垃圾、污泥、粪便、城镇固废的处理与处置；环

卫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



环卫设备销售；二手车销售；机械与设备租赁；病虫防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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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出资比例 

1 福龙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00 80% 

2 贵州领航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600 20% 

合计 3,000 100% 

二、拟注销子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 

（一）南通项目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11,447,872.01 11,446,662.95 10,949,425.26 

净资产 3,227,699.20 5,919,254.96 6,705,753.39 

营业收入 26,292,062.52 29,405,254.45 21,295,317.00 

净利润 124,882.17 2,691,555.76 786,498.43 

注：2020年、2021 年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

年 9月 30日数据未经审计。 

（二）上杭项目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1,755,950.28 1,881,848.77 1,474,882.78 

净资产 1,464,198.52 1,588,328.07 1,412,497.79 

营业收入 4,335,906.58 4,526,524.07 2,982,788.10 

净利润 926,414.38 924,129.55 689,659.25 

注：2020年、2021 年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

年 9月 30日数据未经审计。 

（三）贵州项目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618,724.92 254,850.98 159,068.77 

净资产 130,173.06 -130,909.54 -236,655.23 

营业收入 763,500.78 397,507.90 78,611.60 

净利润 -556,175.35 -261,082.60 -105,745.69 

注：2020年、2021 年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



年 9月 30日数据未经审计。 

三、注销子公司的原因 

由于南通项目公司运营的环卫服务项目运营期已到期，

项目不再续签并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终止；上杭项目公司

运营的环卫服务项目到期后续签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之后

逐步并入公司 2022 年 3 月份中标的“上杭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上杭县农村环境卫生保洁及垃圾清运（县域）一体化项

目”中，故上杭项目公司不再运营；贵州项目公司经过这几

年的业务开展，业务开展不理想，未能达到预期。为优化资

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公司决定注销上述三家环卫服务项

目子公司。  

四、注销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三家环卫服务项目子公司有利于公司优化资

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三家环卫服务项目子公司注销完成

后，将使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但不会对公司合并财

务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

平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福龙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