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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5                             证券简称：中金环境                           公告编号：2017-062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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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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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环境 股票代码 30014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梦晖 周  莺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仁河大道 46

号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仁河大道 46

号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571-86397850 0571-86397850 

电子信箱 smh@nanfang-pump.com zy@nanfang-pu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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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77,160,964.18 1,039,282,755.19 5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9,549,946.81 153,307,454.49 6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33,918,191.28 150,000,557.92 55.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7,379,119.52 67,972,980.07 -302.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76 0.1275 62.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73 0.1274 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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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7% 4.22% 1.7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134,443,783.34 7,304,933,462.37 1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72,598,953.89 4,055,035,443.35 5.3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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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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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沈金浩 境内自然人 26.61% 319,911,931 239,933,948 质押 196,200,000 

江苏金山环保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26% 171,420,026 171,420,026 质押 117,674,280 

兴全睿众资产－

浦发银行－兴全

睿众中金环境分

级特定多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3.36% 40,338,700 0   

沈凤祥 境内自然人 3.06% 36,780,948 27,585,711 质押 12,495,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七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3% 25,649,575 0   

沈洁泳 境内自然人 2.13% 25,609,320 0   

赵祥年 境内自然人 2.07% 24,834,305 0   

中国工商银行－

广发聚丰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8% 23,849,812 0   

周美华 境内自然人 1.53% 18,405,497 0   

沈国连 境内自然人 1.36% 16,329,715 0 质押 9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沈金浩与沈洁泳系父子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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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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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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三大业务板块协同整合效果初显，推动公司经营效益稳步

提升。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7,716.1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1.8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24,954.9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2.8%。 

1、发挥环保咨询业务优势，稳步扩展环保设计业务 

公司环保咨询业务以“双核多动、深层布局”的发展模式良好推进，中咨华宇、国环建邦、安徽通济、

陕西科荣、绿馨水保等咨询品牌百花齐放，逐渐向事中、事后业务转型，形成了环评、环境监理、环保验

收、环保后评估等环保咨询业务全面发展格局。除传统的环评业务外，中咨华宇承接了环保部审批的上海

迪士尼乐园环保验收、北京新机场工程以及配套空管工程环境监理等项目，国环建邦完成了内蒙古伊东集

团委托的涉及化工、火电等多行业及国家自然保护区等敏感目标的环境影响后评价等项目。同时环保设计

业务也取得良好发展态势：中建华帆充分发挥规划、建筑景观、市政三位一体的综合设计能力优势，签订

怀来京西小镇设计项目等；洛阳水利院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中标洛阳小浪底南岸灌区工程勘察设计等四

项超过千万的大型勘察设计项目。 

报告期内，环保咨询与环保设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27,896.29万元，同比增速为224.7%。 

2、技术优势持续发挥，污泥处理市场空间进一步打开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太阳能集成处理污泥、蓝藻无害化、资源化技术”优势及近几年在

污泥处理市场口碑的积累，陆续签订徐州市政污泥处理项目（合同金额4.05亿）、湖南郴州市政污泥处理

项目（合同金额2.025亿）、大丰港3万吨/天水厂提标深度处理项目 （合同金额0.75亿）等订单。报告期

内，环保工程板块整体实现并表营业收入27,280.7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2.6%。其中污泥与蓝藻工程BOT

特许经营工程收入为23,262.77万元，环保设备销售及安装收入为3,420.13万元，环保运营收入为579.95

万元。 

3、泵类产品系列多元化发展，业绩实现较大增幅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力度，不断完善泵类产品系列，提升产品性能；同时推进生产线自动化改造，

提高生产效率。在经济形势转好的宏观背景下，公司充分发挥多年积累的品牌优势、营销优势及产品质量

优势，取得较好经营业绩。报告期内，制造板块整体实现营业收入102,539.1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2.4%。

其中CDL系列水泵实现营业收入37,434.03万元，同比增速为12.5%；成套变频供水设备实现营业收入

17,847.14万元，同比增速为56.53%，市场开拓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4、PPP业务打开发展新局面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探索PPP模式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应用。公司于2017年2月正式与清河县青阳新区管

理委员会签订《河北省清河县清水河区域生态综合治理工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协议》，协

议总金额为10.33亿元，该协议为公司正式签订的第一个PPP项目协议。2017年6月与中国一冶签定《枣强

县教育园区综合管廊（一期）、道路基础设施、大营镇污水处理管网PPP项目投资协议》，同月，中标云

南大理上登污水处理厂PPP项目。目前，清河县清水河区域生态综合治理工程PPP项目已全面开工建设，为

后续环保PPP项目的投资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5、完善公司内控制度，整合各业务板块 

随着公司外延并购、整合行业资源的推进，公司旗下子公司数量增多。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共有15

家子公司及30余家孙公司，业务设计整体层面划分为通用设备制造、污水及污泥处理、环保综合服务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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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报告期内，公司在整体层面完善内控管理体系，强化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保障对各子公司的有效

把控；在各子公司运营方面充分授权各业务板块核心管理团队，并建立起各板块之间业务交流及合作机制，

进一步推进各业务的协同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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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业经公司三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  注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了财

会[2017]15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

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

通知，自 2017 年 6月12日起施

行。 

本次变更经公司三届十九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与日

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

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

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该变更

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

响，对公司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

生影响；与日常经营无关的政府

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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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 

成本 

股权取得 

比例(%) 

股权取得 

方式 

河北磊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7.5.31 12,000,000元 100.00 股权受让 

TIGER FLOW SYST EMS,LLC 2017.1.24 9,010,270美元 100.00 股权受让 

(续上表) 

被购买方名称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方的净利润 

河北磊源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2017.5.31 

能够控制被购买方的财务、经营

政策的控制权并从中获取利益 
14,731,594.02 4,626,774.10 

TIGER FLOW 

SYST EMS,LLC 2017.1.24 
能够控制被购买方的财务、经营

政策的控制权并从中获取利益 
49,873,339.72 -4,764,698.13 

 

(二)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徐州中金环境治理有限

公司 
新  设 2017.3.31 1,1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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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中金环境治理有限

公司 
新  设 2017.3.31 200,000.00 100.00% 

CENTER GOLD,LLC 新  设 2017.1.24 USD 1,670,692.71 100.00% 

浩卓泵业（杭州）有限公

司 
新  设 2017.1.1 USD 99,900 100.00% 

陆良中金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新  设 2017.4.19 30,000,000.00 100.00% 

清河县华宇清城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 
新  设 2017.2.14 100,000,000.00 95.05% 

浙江中金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 
新  设 2017.4.12 1,020,000.00 51.00% 

杭州方宇水处理技术有

限公司 
新  设 2017.1.17 尚未出资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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