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300692

证券简称：中环环保

公告编号：2019-016

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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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未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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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60005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0元
（含税），本年度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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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69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新权

侯琼玲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120 号中辰
未来港 B1 座 23 楼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120 号中辰未
来港 B1 座 23 楼

传真

0551-63868248

0551-63868248

电话

0551-63868248

0551-63868248

电子信箱

zhhb@ahzhhb.cn

zhhb@ahzhhb.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污水处理业务和环境工程业务，同时，公司正在积极开拓固废处理和垃圾焚烧发电等业务。
（二）业务模式
1、污水处理业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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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运营模式示意图

（2）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2、环境工程业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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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分为询价采购和招标采购。其中，日常办公用品、原料药剂及单件小额设备一般选择询价采购；工程项目所需
集中采购设备、材料或选择分包商一般采用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采购。主要采购流程为：（1）建立合格供应商库，并定期
对其进行评价；（2）通过比价、招标等方式确定供应商；（3）对采购标的物进行检验、验收。
2、服务模式
（1）污水处理业务
公司污水处理业务按进水性质分为城市污水处理业务和工业废水处理业务；按照运营方式分为投资运营业务和委托运营
业务。投资运营业务是指公司采用特许经营模式【BOT（建设-运营-移交）、TOT（移交-经营-移交）】、BOO（建设-拥有运营）、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等开展业务，其中BOT/TOT是指通过与政府部门或其授权方签订协议取得污水处理
厂的特许经营权，在特许经营期内运营该污水处理厂并按照合同约定结算，待特许经营期满将污水处理厂移交给政府部门；
BOO是指通过与工业园区内企业签订协议，由公司建设、拥有、运营污水处理设施并按照合同约定结算。PPP模式通过公司与
政府部门或其授权方或企业共同持股设立项目公司的方式开展污水处理相关项目。委托运营业务是指公司与拥有污水处理设
施所有权的政府部门或其授权方、企业签订委托运营协议，由公司负责设施的运营和维护，并按照合同约定结算。
（2）环境工程业务
公司环境工程业务是指公司与客户签订协议，按照协议约定提供污水处理环境工程设计、工程施工、设备采购及集成、
安装调试、试运行等阶段的服务，并对工程质量、安全、工期等全面负责。在不违反协议约定的前提下，公司可依法将所承
包工程中的部分业务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企业，分包企业按照分包合同约定对公司负责。环境工程业务包括工业废水
治理工程，致力于攻克高难度工业废水。目前，公司已在医疗废水、高浓度有机废水等领域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3、营销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协议谈判、参加公开招标和竞争性磋商三种方式开展营销。协议谈判是由公司直接与客户接触，共同商谈
合作细节，明确合同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公司参加公开招标或竞争性磋商获得项目的过程主要包括获取项目信息、立项审议、
组织投标、合同签订与项目执行、项目评价等环节，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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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盈利模式
公司通过为客户提供专业服务获得利润，包括为客户提供污水处理服务，按合同约定收取污水处理费；提供环境工程建
造服务，收取相应费用。
（四）行业发展阶段
1、行业概况及发展前景
（1）污水处理行业概述
污水处理行业是指行业通过物理法、生物法等手段，为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去除水中的污染物质，使污水的水体能够达
到排放或再次使用的水质要求。污水处理行业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污水处理，包括工业废水的处理和生活污水的
处理；二是污水再回收利用，是指污水经适当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标准，满足某种使用要求，可以进行有益使用，属于
污水的深度处理；三是污泥处理，是指针对污水处理后产生的污泥进行填埋等处理。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于工业废水和生活
污水的处理。
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水污染的情况较为严重。水污染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对工农业生产和
人民生活造成危害。因此，健全水污染防治长效机制，提升我国污水处理行业技术，保障水生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
益，事关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污水处理行业作为社会生产的最终阶段，其行业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末端处理。从
污水处理的流程上看，污染水源在经过处理后，进入自然水体或中水回用系统，进行水资源的下一次循环；从供需关系上看，
作为“治理服务”的公益性行业，污水处理行业的下游是“服务”需求者，也就是与政府形成需求关系。
（2）我国污水处理行业发展现状
目前污水处理行业整体发展速度较快，近几年污水处理厂数量增加，城乡覆盖率提高，但依然处于初级阶段。水污染严
重、污水排放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污水处理行业依然拥有巨大的市场容量。
A.污水排放量持续增长，水处理能力亟待加强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持续增长，全国的污水排放总量呈上升趋势。根据2017年2月23日中国生态环境部发表的
《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显示，从2005年到2015年，我国污水排放总量由524.5亿吨增长到734.7亿吨，其中生活污水排放量增
加速度尤为迅猛。
我国的污水排放总量变化趋势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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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环保部
在我国污水排放总量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各城市、县城的污水处理厂的数量及年污水处理量有所增加，但依然无法满足
污水排放量所适应要求。同时，全国乡镇污水处理厂的覆盖率很低且污水处理能力有限。
因此，尽管我国目前污水处理现状有所改善，但我国许多城镇污水依然面临着无法进行处理而直接排放至生态环境中，
从而导致河海流域的水被污染，形势较为严峻。无论是从城市、县城还是各乡镇，其污水处理能力依然无法满足污水排放量
的要求，污水处理能力亟待提高。
B.水污染严重，水生态修复市场空间巨大
尽管近年来我国对水污染治理高度重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目前水污染状况依然严重。
根据《2017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现阶段水污染情况堪忧。2017年全国地表水1,940个水质断面（点位）
中，Ⅰ～Ⅲ类水质断面（点位）1,317个，占67.9%；Ⅳ、Ⅴ类462个，占23.8%；劣Ⅴ类161个，占8.3%；对全国31个省（区、
市）223个地市级行政区的5,100个监测点开展了地下水水质监测结果显示：水质为优良级、良好级、较好级、较差级和极差
级的监测点分别占8.8%、23.1%、1.5%、51.8%和14.8%。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污水处理规模得到明显的提升，截止2015年，全国城镇污水处理能力达到2.17亿立方米/日，
其中城市污水处理能力达到1.61亿立方米/日，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增速保持在3%-7%；排水管网长度在2015年达到54万公里，
排水管网长度的增速在5%-10%。根据发改委和住建部对城镇污水及再生水方向的“十三五”规划，城市污水处理率要求从2015
年的91.90%提升至95%，需要新建污水处理设施5,022万立方米/日，提标改造4,220万立方米/日，对再生水质量、污水管道
的建设要求也有所提高。“十三五”规划为污水处理行业带来广阔的市场需求。
C.污水排放标准较低，提标改造提上日程
2012年12月24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只有出水作为回用水的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采用一级A排放标准，其他排入地表水的均采用一级B及以下
标准。因而，随着我国污水排放总量大幅增加，水污染日趋严重，我国对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标准愈加严格。2015年4月2日，
国务院发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提到要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改造，现有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要因地制宜进
行改造，2020年底前达到相应排放标准或再生利用要求。敏感区域（重点湖泊、重点水库、近岸海域汇水区域）城镇污水处
理设施应于2017年底前全面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目前我国大部分城镇已有的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能力只能达到一级B标
准，无法满足现有要求。因而需要在已有的处理设施基础上，通过进一步设计、建设施工等，提升污水处理能力，使得出水
达到标准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对已有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将提上日程，为行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
2、行业发展趋势
根据目前我国污水处理现状，结合“十二五”时期我国水污染治理的成果及“十三五”规划，政府先后出台多项政策以
支持水治理的发展。
国务院于2015年4月2日印发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又称“水十条”）提出，现有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要因地制宜进行改造，2020年底前达到相应排放标准或再生利用要求，全国所有县城和重点镇具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
县城、城市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85%、95%左右。根据国家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国家信息中心的分析预测，“十三五”期间我
国废水治理投入将达到13,992亿元。
2016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指出“加快完善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全面加强城镇污水处
理及配套管网建设，加大雨污分流、清污混流污水管网改造，优先推进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收集、纳
管，消除河水倒灌、地下水渗入等现象。到2020年，全国所有县城和重点镇具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城市和县城污水处理率
分别达到95%和85%左右，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2017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明确流域
分区、分级、分类管理的差异化要求，整体优化部署流域环境综合治理，为各地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指南，对于促进《水
十条》实施，把水污染防治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作大局，改善环境质量、确保环境安全、促进转型发展，夯实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水环境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指出：打
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打好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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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治理攻坚战。
2018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
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指出：促进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支持城镇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处
理设施建设，加快黑臭水体治理；支持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范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
各项政策出台为污水处理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未来我国污水处理行业将蓬勃发展。
3、行业竞争格局
我国污水处理产业发展较晚，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污水处理的需求主要是以工业和国防为主。改革开放后，随
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污水处理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加。
（1）国际水务巨头进入中国市场，大型项目竞争优势明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政策的颁布以及允许社会资本、多元化投资主体进入污水处理行业，我国污水处理行业的
市场化探索拉开了序幕。一批国际水务巨头包括威立雅水务集团、苏伊士环境集团、泰晤士水务、柏林水务集团等凭借其品
牌、资本等优势通过直接投资、控股、参股等多种方式陆续大规模进入中国污水处理市场，取得了市场先导地位。在大型项
目中，跨国水务集团由于资本实力雄厚及技术先进，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但在中小型项目中，由于管理成本相对较高，竞
争优势不明显。
（2）国有企业采用改制、并购等方式，业务规模迅速扩张
2002年9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建设部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发了《关于推进城市污水、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的意
见》要求转变污水处理设施只能由政府投资、国有单位运营管理的观念，现有从事城市污水运营的事业单位，按《公司法》
改制成独立的企业法人，不具备改制条件的与政府部门签订委托运营合同，建立以特许经营制度为核心的管理体制。随着改
革政策制度的陆续颁布，我国污水处理行业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一批大型国有上市企业如北控水务、首创股份、兴蓉投
资、创业环保等，通过并购等方式迅速扩大业务规模，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丰富的社会资源等优势迅速发展壮大，在全国
范围内积极开拓抢占市场，成为跨国水务企业强力的竞争对手。
（3）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势头强劲
根据水处理行业市场调查显示，近年来，随着国家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领域，以桑德集团、国
祯环保、鹏鹞环保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民营企业凭借着市场化的经营管理机制、技术创新等优势迅速崛起，成为具有良好发展
潜力的行业新生力量，在区域市场及细分市场开始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
跨国水务巨头、大型国有上市企业、优秀民营企业构成了当前我国污水处理行业主要的市场化竞争主体。
由于污水处理行业由政府特许经营，地方企业凭借20至30年的特许经营权形成区域市场的进入壁垒，市场成“碎片化”
分布。根据E20研究院出具的《中国水务行业市场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末，环保水处理项目运营规模前10名企业的
市场占有率合计仅为16.47%，其中运营规模排名第一的威立雅的市场占有率也仅为3.08%。因此，目前我国污水处理行业的
市场集中度较低。
中国的污水处理行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随着我国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市场规模将在相当
长的时期内不断扩大，污水处理产业市场化服务需求将逐步突出，行业将呈现资源整合与跨区域发展的趋势，在规模效应的
推动下，具有良好市场信誉、资金实力、技术与服务领先的企业将加快其扩张的步伐，未来行业的集中度将逐步提高。
4、行业的市场化程度
污水处理属于市政服务，为城镇基础服务的组成部分。因而污水处理行业兼具公益性、区域垄断性等特点。随着市场机
制的引入，公共服务也走向外部化进程。大量污水处理项目通过政府与企业签订特许经营权协议，以BOT、TOT、PPP等模式
开展。在污水处理项目的初期设计、工程承包、设备采购及安装等阶段，采取招投标、询价等方式，呈现出较高的市场化竞
争状况。但总体而言，由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地方政府市政相关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各异，整个污水处理行业的
市场化程度依然不高。
5、行业内主要企业情况
公司以污水处理为主要经营业务，同行业内主要企业基本情况如下表：
企业简称
基本情况
威立雅
水务集团

威立雅水务集团是国际化的环境集团，总部位于法国巴黎，专注于环境策略与资源管
理。集团的业务主要包括水务管理、废弃物管理与能源管理。在水务管理部分主要提供包
括完整供水服务、饮用水处理服务、污水处理服务。从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已在中国34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拥有水务项目。

苏伊士
环境集团

苏伊士环境集团是拥有120年历史的全球知名环境企业，总部位于法国。公司主要业务
范围是提供环境设备及服务，包括饮用水生产与输配、污水回收与处理、废物处理与回用。
在我国的重点投资区域是北京、上海、青岛、重庆和南方的珠江流域，已为1400万人口提
供自来水及污水处理服务。

泰晤士水务

泰晤士水务是于1989年由泰晤士水务局私有化后改制成立的股份公司，是英国最大的
供水和废水治理服务公司，负责多个地区的公共供水及污水处理，负责一系列的水管理基
础设施项目，职能包括处理流域内的供水、排水及污水处理。

柏林水务集团

柏林水务集团是德国最大的自来水和污水处理企业，拥有17家自来水厂和28家污水处
理厂，业务范围涵盖了自来水供应和污水处理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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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祯环保

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安徽省合肥市，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是我国生活污水处理行业市场化过程中最早提供“一站式六维服务”综合解
决方案的专业公司，现已形成生活污水处理研究开发、设计咨询、核心设备制造、系统设
备集成、工程建设安装调试、投资运营管理等全寿命周期的完整产业链。

国中水务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是香港国中控股有限公司旗下最具投资价值和发展潜力
的投资型水务企业。公司主要从事建设、经营城市市政工程、生态环境治理工程;相关技术
和设备的开发、生产与销售；并提供水务工程领域的技术咨询服务。目前，公司旗下已有
11家水务公司，业务遍布河北、山西、内蒙古、青海、陕西、安徽、山东等全国各地。

首创股份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公用基础设
施产业市场化进程，主营业务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及运营管理，发展方向定位于中国环境产
业领域。公司发展战略是：以水务为主体，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综合环境服务商。

鹏鹞环保

鹏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环保水处理领域，可提供环保水处理
相关的研发、咨询与设计、设备生产及销售、工程承包、项目投资及运营等一站式服务，
是环保水处理行业的全产业链综合服务提供商。

云南水务

云南水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云南省领先的城镇污水处理及供水行业综合服务商
之一。业务包括四个主要分部，即污水处理、供水、建造及设备销售以及其他(包括O&M污
水处理及市政垃圾处理项目)。该四个分部涵盖水务行业的全范畴，包括原水供应、自来水
供应、污水处理、工程服务、水务设备销售和系统集成。

康达环保

康达国际环保有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投资及运营污水处理设施的民营公司，主要通过
服务特许经营安排以BOT及TOT模式向客户提供订制及综合的污水处理解决方案及服务。

创业环保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污水处理和城市道路收费为主营业务的公
司。在公司的主营业务中，主要收入和利润来源于城市污水处理业务，包括污水处理及相
关设施的建设管理，自来水供水、中水及供热供冷服务及相关设施的建设管理等业务。

（五）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依托先进的管理水平、良好的技术优势以及对市场的精准把握，在市政及工业园区BOT、TOT、PPP、
污水处理厂委托运营及工业废水治理细分领域均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并积极开拓水生态修复、固废处理和垃圾焚烧发电等相
关业务。公司紧抓业务各环节的质量水平并与客户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不断开拓新市场的基础上，与原有客户继续
保持合作完成了对已有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扩建等。2012年、2013年公司连续两年取得由安徽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颁发
的“安徽省环保产业优秀企业”等荣誉，2014年取得由安徽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颁发的“安徽省十佳环境污染治理企业”证
书，2015年取得由安徽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颁发的“安徽省环保产业骨干企业”证书，2016年取得由安徽省环境保护产业协
会颁发的“安徽省十佳环保创新企业”，2018年公司成功入选安徽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促进会“安徽省环保产业优秀企业”
名单。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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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390,137,019.60

232,532,881.95

67.78%

177,891,39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444,722.16

50,688,840.99

19.25%

46,187,84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236,143.68

47,956,350.31

17.27%

40,770,302.69

-223,997,871.39

-92,453,543.85

-142.28%

79,455,116.27

80,974,610.31

59,852,073.55

35.29%

126,384,509.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6

5.56%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6

5.56%

0.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5%

9.41%

-1.06%

10.90%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不含特
许经营权项目投资支付的现金）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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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1,743,476,066.59

1,071,138,166.91

62.77%

808,533,929.60

752,580,748.37

697,469,526.21

7.90%

446,712,424.8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50,104,613.22

91,881,133.87

110,984,415.27

137,166,85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89,472.57

14,919,858.98

18,436,243.79

18,999,14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02,573.73

13,961,731.07

18,125,149.53

16,946,689.35

-51,890,784.22

-139,317,786.84

-120,707,097.93

87,917,797.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17,988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17,669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张伯中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境内自然人

21.56%

34,500,000

34,500,000

安徽中辰投资 境内非国有
控股有限公司 法人

17.81%

28,500,000

28,500,000

安徽高新金通
安益股权投资 境内非国有
基金（有限合 法人
伙）

7.91%

12,656,250

0

永新县中勤投
境内非国有
资合伙企业(有
法人
限合伙)

6.58%

10,535,000

0

安徽高新招商
致远股权投资 境内非国有
基金（有限合 法人
伙）

5.86%

9,375,000

0

永新县中科投
境内非国有
资管理有限公
法人
司

5.50%

8,800,000

0

海通兴泰（安
境内非国有
徽）新兴产业投
法人
资基金（有限合

3.76%

6,014,585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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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
安徽明泽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明泽环保优
法人
选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壹号

2.00%

3,200,000

0

宁波安年股权
境内非国有
投资合伙企业
法人
（有限合伙）

1.23%

1,968,750

0

张晓彤

0.34%

537,700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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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永新县中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股东主要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动的说明
员以及控股股东张伯中亲属；永新县中勤投资合伙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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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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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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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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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抓住环保行业的发展机遇，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目标，开展经营管理各项工作，顺利完成了
2018年度经营目标，实现营业收入39,013.70万元，同比增长6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44.47万元，同比增
长19%；总资产174,347.61万元，同比增长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75,258.07万元，同比增长8%。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1）持续聚焦水环境治理业务，市场开拓卓有成效
2018年，公司对市场体系进行了调整和优化，持续聚焦水环境治理业务，污水处理和环境工程业务实现快速增长。夏津
中环、桐城中环、桐城清源二期、潜山清源、全椒清源二期等项目相继投入运营；公司当年获得的环境工程类订单、污水处
理投资性订单均创公司新纪录，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抓住机遇进入固废处理领域，打造公司新的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市场机遇，与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战略合作，通过投资、增资等模式迅速切入
固废处理领域，并成功获得德江、承德、西乡等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公司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为实现“双业务齐飞”的战略
目标打下了基础，为公司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
（3）积极开展项目并购，启动可转债申报推进公司发展
公司积极探索运用资本工具，大力开展投资并购活动，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公司于2018年9月成功收购兰考荣华水业有
限公司90%股权，增强了公司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可转债申报工作，拟募资29,000万元，用于桐
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PPP项目及阳信河流镇物流园区PPP项目建设。
（4）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软实力
技术和创新是企业生命力的源泉。公司于2018年11月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技术研发实力和品牌影响力得到全
面提升，同时还获得了安徽省节能环保“五个一百”生产企业、“安徽省环保产业优秀企业”等荣誉称号。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
发工作，推进技术中心、智慧水厂建设，不断引进和培养优秀技术人才，打造了一支技术过硬的研发团队，有效提升了公司
的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污水处理业务

149,893,481.44

68,971,988.03

55.70%

27.79%

6.99%

0.74%

环境工程业务

240,074,797.26

10,083,980.97

15.82%

108.62%

-63.60%

-8.2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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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营业收入较上期同比增加68%，主要系公司当年环境工程业务及污水处理业务实现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较上期同比增加91%，主要系成本随收入增长而增长。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6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
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等四项解释，本公
司于2018年1月1起执行上述解释。
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号）要求，对
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应收股利”和“应收利
息”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将“工程物资”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应付股利”和“应付利息”归并至“其他
应付款”项目；将“专项应付款”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利润表中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出“研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
目。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8】15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7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

目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合并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2,219,704.70
47,023,848.99
49,243,553.69
732,448.73
11,572,353.12
12,304,801.85
49,161,476.06
49,161,476.06
14,661,336.10
14,661,336.10
80,424,749.46
80,424,749.46
135,617.03
5,400,000.00
550,622.46
6,086,239.49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20,130,353.51
20,130,353.51
213,633.33
30,600,000.00
155,972,179.69
186,785,813.02
13,331,433.90
13,331,433.90
42,196,798.64
42,196,798.64
45,817.03
56,036,770.72
56,082,5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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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
项

目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合并利润表
调整前
20,893,792.05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后
12,789,297.10
8,104,494.95

调整前
13,145,243.92

调整后
6,100,978.78
7,044,265.14

②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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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年因收购子公司，合并范围新增子公司兰考县荣华水业有限公司、德江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2、本年因新设立子公司，合并范围新增子公司桐城市宜源水务有限公司、阳信清源水务有限公司、合肥环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新泰清源水务有限公司、河南中环鑫汇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本年因增资，合并范围新增子公司承德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4、本年因注销，合并范围减少子公司望江清源水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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