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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5                            证券简称：万邦达                            公告编号：2017-039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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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邦达 股票代码 30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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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政修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京师大

厦 9325 室 
 

电话 010-58800036、010-58809232  

电子信箱 zhengquan@waterb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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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603,547.81 738,121,108.22 4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5,686,594.08 141,222,161.61 4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00,687,416.82 139,759,530.38 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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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273,141.03 -176,486,303.91 152.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77 0.1814 31.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77 0.1814 31.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8% 3.77%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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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3,823,801.03 7,296,771,297.92 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683,513,860.11 5,485,876,348.55 3.6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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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飘扬 境内自然人 27.50% 237,940,370    

中节能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9% 43,159,626    

华龙证券－浦发

银行－华龙证券

金智汇定增宝 2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4.81% 41,609,522    

张建兴 境内自然人 2.69% 23,308,302 23,308,302   

中信国安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6% 18,657,854    

河北昊天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8% 16,261,605 16,261,605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五组合 
其他 1.35% 11,650,16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八组合 
其他 1.19% 10,282,137    

刘建斌 境内自然人 0.88% 7,629,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0.53% 4,616,2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河北昊天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建兴，因此，股东张建

兴与股东河北昊天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其余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657,854 股，实际合计持有 18,657,85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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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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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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是“十三五”规划深入推进的关键年。这一年，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国民经济的车轮正沿

着“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步步行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许多传统行业增长放缓，但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速度

不减反增。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公司制定的战略发展规划，在夯实原有业务的基础上，持续加大对综合环保领域新业务的布

局和拓展力度。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0.39 亿元，同比上升 40.71%；实现利润总额 2.38 亿元，同比上升 43.21%；归属于上市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2.06 亿元，同比上升 45.65%。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危固废处理、水环境治理和化工新材料等新业务版块为拓展核心，不断加强专业化管理，夯实持

续经营能力；通过对吉林固废增资 2.28 亿元，以保障其后续生产建设，巩固市场地位。环保设备及新材料业务也已经从培

育期过渡至加速成长期，并成为公司战略优化升级的重要支撑；通过进一步收购超越科创其他股东的股份，实现对其全资控

股，将水环境治理及生态修复业务定位为公司未来提升综合实力、打造特色产业格局的关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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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该准则规定：与企业日常

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

计入营业外收支。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

中反映。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

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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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对于本报告期取得的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款 8,002,481.12 元

以及研发补助 1,198,009.20 元列入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对于 2016 年财务报表中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不予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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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13 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宁夏万邦达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万邦达）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江苏万邦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万邦

达）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吉林省固体废物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固

废）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陕西万邦达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万邦达）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晋纬环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纬环保）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乌兰察布市万邦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兰

察布环保）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乌兰察布市万邦达国海发展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乌兰察布基金中心） 
控股子公司 二级 97.56 97.56 

泰祜（上海）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祜石油）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1.00 51.00 

昊天节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昊天节能）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河北昊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天检

测）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超越科创投资 (北京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越科创）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北京水华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华佗） 控股子公司 三级 90.00 90.00 

北京科益创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益创

新）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3 户，详细如下： 

名称 变更原因 

超越科创 非同一控制下收购 

水华佗 非同一控制下收购 

科益创新 非同一控制下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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