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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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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持股份 60390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翼飞 姜亚林 

电话 010-82800999 010-82800999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D

区2号楼四层402室 

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D

区2号楼四层402室 

电子信箱 investor@zchb-water.net investor@zchb-water.net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004,301,326.35 812,993,132.80  2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66,883,272.24 433,330,070.04  53.9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7,303,448.37 17,650,294.14 -424.66 

营业收入 184,332,193.88 164,547,880.65 1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974,902.58 16,620,901.59 -1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793,773.14 14,929,461.77 -14.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5404 4.2100  减少1.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559 0.2200 -29.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559 0.2200 -29.1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0,24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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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持（北京）环保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56 24,138,324 24,138,324 无 0 

启明创富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79 9,000,000 9,000,000 无 0 

苏州纪源科星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94 7,113,750 7,113,750 无 0 

SCC VENTURE 2010 

(HK) LIMITED 

境外法人 5.86 6,000,000 6,000,000 无 0 

上海联新二期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0 4,713,774 4,713,774 未知  

许国栋 境内自然人 4.39 4,500,000 4,500,000 未知  

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 境内非国有 2.98 3,048,750 3,048,750 未知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 

北极光早期创业投资企

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1 2,776,096 2,776,096 未知  

启明亚洲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2 2,168,825 2,168,825 未知  

北极光创业投资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3 2,082,072 208,207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许国栋持有中持（北京）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60%的股份，

为其控股股东。启明创富追溯至最终普通合伙人为

Qiming Corporate GP II, Ltd，其自然人股东之一为邝子

平。2016 年 6 月 6 日前，启明创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

派代表为邝子平。启明亚洲追溯至最终普通合伙人为

Qiming Corporate GP III, Ltd.，其自然人股东之一为邝子

平。此外，JP Gan 和 Gary Rieschel 同时为 Qiming 

Corporate GP II, Ltd.和 Qiming Corporate GP III, Ltd.的

股东。北极光和北极光早期共同受 Northern Light 

Venture Capital II, Ltd.控制。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随着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国家陆续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新形势的法律法规和行

业政策，随着《水污染防治规划》、《“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政策的推出，全国范围内环

保投入不断加大，污水和污泥处理、综合环境治理等市场需求不断扩大。 

2017 年，公司紧抓环保行业的发展机遇，继续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创造安全、舒适、可

持续的环境”为使命，不断追求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公司通过强化内部

经营管理，围绕年度经营目标，积极开拓市场，提高经营业绩。同时，公司注重内部控制，防范

管理和经营风险。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发挥技术和业务模式方面的优势，新签订的污泥及污水处理 EPC 业务

和技术产品销售业务的合同总额为 1.20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4600 多万元，增幅 63.15%。公司



中标任丘市城东污水处理厂 PPP 项目，项目预估投资总额为 8600 万元。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433.2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 .02%，收入增加主

要来自污水处理 EPC 业务，该业务本期收入增加 4,943.1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3.11%；公司

本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7.4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5.92%；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9.3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4.31%。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下

降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加大市场拓展的工作力度，导致销售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 16.78%，同时公司

上半年人工成本、研发支出和上市费用等增加，导致管理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 11.38%；另一方面，

因应收款项增加、账龄增长等原因导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比去年同期增加 326.53 万元。 

2017 年下半年，公司将坚持使命，继续积极参与环境建设，利用自身技术、模式、业务、产

品优势，持续开拓业务市场，在上半年合同总额增加的基础上，实现全年合同总额的增加并为明

年的发展储备力量。同时，公司在下半年将加强已签约合同的实施和管理，严控项目质量、进度

和成本，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为公司赢得良好的市场口碑。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

知》（财会【2017】15 号），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规定，公司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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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至修订后准则实施日（2017 年 6 月

12 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准则的要求进行了调整，并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修

订后的准则。据此，公司将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

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并在利润表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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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内容，仅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也无

需进行追溯调整。报表项目列示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对 2017 年 1-6 月相关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元）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其他收益 +4,484,814.07 

营业外收入 -4,484,814.07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