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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无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提出异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环环保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69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新权

侯琼玲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开发区金寨南路 157-1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开发区金寨南路 157-1
号中辰假日广场 1501-1508
号中辰假日广场 1501-1508

电话

0551-63868248

0551-63868248

电子信箱

zhhb@ahzhhb.cn

583932841@qq.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41,985,747.09

76,368,785.02

8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009,331.55

18,774,630.60

2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1,164,304.80

18,343,885.19

15.38%

-191,208,571.06

1,370,894.17

-14,047.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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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5

-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5

-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5%

4.12%

-0.87%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1,284,606,273.85

1,071,138,166.91

19.93%

715,145,357.76

697,469,526.21

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08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张伯中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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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6%

34,500,000

34,500,000

安徽中辰投资控
境内非国有法人
股有限公司

17.81%

28,500,000

28,500,000

安徽高新金通安
益股权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7.91%

12,656,250

12,656,250

合肥中勤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

7.50%

12,000,000

12,000,000

合肥中冠投资管
境内非国有法人
理有限公司

7.50%

12,000,000

12,000,000 质押

安徽高新招商致
远股权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5.86%

9,375,000

9,375,000

海通兴泰（安徽）
新兴产业投资基 境内非国有法人
金（有限合伙）

4.69%

7,500,000

7,500,000

安徽省安年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1.23%

1,968,750

1,968,750

周孝明

境内自然人

0.94%

1,500,000

1,500,000

#杨一峰

境内自然人

0.25%

4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数量

12,000,000

安徽中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张伯中的控股子公司；安徽中辰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为安徽高新金通安益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安徽金通安益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安徽高新金通安益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普
通合伙人安徽金通安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安徽省安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金通安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企
业；合肥中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股东主要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张
伯中亲属；合肥中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各合伙人主要为公司及控股股东张伯中所
控制其他企业的员工。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截止本报告期，1、公司股东杨一峰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证券账户持有 40,000 股。2、公司股东毛慧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保证券账户持有 2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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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节能环保服务业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紧抓国家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利时机，紧紧围绕年度经营计划，大力拓展市场业务，
确保公司稳定健康发展。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198.57 万元，同比增长 85.9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00.93
万元，同比增长 22.5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116.43 万元，同比增长 15.38%。报告
期内，营业收入和利润构成主要来源于污水处理和环境工程两大业务，其中，污水处理业务营业收入占比 43.39%，环境工
程业务营业收入占比 54.3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主要来源于环境工程业务的大幅增长，环境工程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7715.48
万元，同比增长 313.18%。

（二）报告期内的主要经营工作
1、以市场工作为龙头，在不断巩固传统业务领域的同时，积极开拓新业务新市场， 发展新的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对市场体系进行了优化整合，加强市场资源投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污水处理业务取得稳步增长，环
境工程订单金额大幅增长，多项污水治理PPP项目及并购项目在密切跟踪洽谈。同时，在管网运营、固废处理及垃圾焚烧发
电等业务拓展方面取得可喜成效。
2、以建设工作为抓手，加强工程项目管理，确保工程项目按期保质交付
报告期内，公司高度重视各个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通过精心组织合理调配，确保界首光武项目、潜山源潭项目等如期
竣工，积极推动和加快庐江龙桥项目、全椒扩建和提标改造项目、桐城城南二期工程项目等按计划进行施工，为公司的环境
工程业务和污水处理业务持续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3、以技术进步为引领，狠抓技术创新和科技攻关，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内部研究、技术引进及高校合作等多种方式，大力推动产学研活动。加强对技术部门的团队建设，
大力引进外部人才，推进企业技术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通过集聚优势科技资源，加速提升公司整体科技水平。
4、强化水厂运营管理规范，确保安全达标排放
报告期内，公司为切实提高污水处理厂运营管理效率，通过加强运营人员技术培训，健全运营工作绩效考评体系，强化
设备工艺管理等措施，提高了日常运营管理水平，有力地保障了各污水处理厂的安全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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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健全公司管理制度，优化组织架构，提供公司经营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完善和充实组织架构体系，加快人才引进和培养，建立健全公司各项管理制度，持续提升公司的经
营管理能力，不断提高公司内控管理和风险管理水平，为公司持续良好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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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新增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1
乐陵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
承德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子公司简称 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乐陵盛运
增资
承德盛运
增资

（2）本期减少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1
望江清源水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简称 报告期未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望江清源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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