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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64                            证券简称：鹏鹞环保                            公告编号：2018-062 

鹏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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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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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鹞环保 股票代码 30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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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淑芬 朱耘志 

办公地址 宜兴市高塍镇工业集中区赛特大道 25 号 宜兴市高塍镇工业集中区赛特大道 25 号 

电话 0510－88560335 0510－88560335 

电子信箱 dsb@penyao.com.cn dsb@penyao.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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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777,063.09 315,365,729.75 2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4,424,257.14 120,050,383.56 -1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5,144,288.10 119,527,959.48 -12.03% 



鹏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092,661.40 36,046,860.78 -191.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38 0.3001 -25.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38 0.3001 -25.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9% 5.82%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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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8,695,071.53 3,914,530,618.73 2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69,305,775.82 2,223,064,830.85 33.5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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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兴鹏鹞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10% 144,468,100 144,468,100 质押 18,500,000 

CIENA 

ENTERPRIS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9.47% 93,470,800 93,470,800   

衞獅投資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0.98% 52,701,300 52,701,300   

华泰紫金（江苏）

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9% 27,800,000 27,800,000   

上海广美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4% 19,854,300 19,854,300 质押 9,900,000 

江苏鸿元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6% 19,492,700 19,492,700   

赣州云锦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8% 16,712,800 16,712,800   

南京唯尚创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7% 8,500,000 8,500,000 质押 4,080,000 

北京中技富坤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 5,500,000 5,500,000   

宜兴申利化工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 5,500,000 5,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洪春对公司第一大股东宜兴鹏鹞投资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80%，公司董事王春林对宜兴鹏鹞投资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20%。除此之外，上述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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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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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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1,777,063.0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40%；实现净利润105,372,875.86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11.9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5,144,288.10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2.03%。报告期末净

资产为3,041,132,776.55元，较期初增长32.61%；总资产4,868,695,071.53元，较期初增长24.37%。 

2018年上半年公司污水处理收入115,163,713.6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04%；供水收入57,015,672.50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22.22%；工程承包收入121,647,419.27，较上年同期增长414.24%；设备销售收入55,660,737.9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4.98%。 

1、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业务合同数量和金额虽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但总体规模质量未达到年初预定目标。下步公司将

加强对大型水务项目的跟踪和业务支持力度，利用业内各协会、平台和人脉资源，争取年内完成大型优质PPP项目的落实，

并通过更合理的业务激励机制，有针对性的对业务人员予以后续支持，对外合作承接大型EPC项目。另外积极推进环保装备

智造园的投资建设，引导高端环境技术和装备项目入园也是下半年公司的业务工作重点。 

2、工程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在建水务类工程项目共7个：长春东南厂、周口中水、阿拉善、沙尔沁、沅江、祁阳、丹北项目；固体

废弃物处理及资源化利用项目2个：新湖农场、长春农安项目；进入项目质保及结算期工程项目5个：长春一厂、长春三厂、

灌南工程、长春污泥厂二期、景德镇污泥项目。在建工程施工进度整体处于计划范围。下步公司将紧抓工程建设进度，稳步

推进各在建工程的竣工结算。 

3、运营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运营污水项目子公司9个，自来水项目公司1个。各项目结算收费、实际到账、毛利率均符合年初预

算范围，成本控制细致高效。通过远程物联智控系统的投用、定期组织视频会议及运营管理培训，公司整体运营管理水平得

以提升，运营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下半年在继续围绕促收费和控成本两点展开水务运营工作的同时，着重关注南通、南昌、

周口、望城、丹阳项目的扩建及岳阳、望城项目提标改造和水价调整事宜。 

4、生产方面 

2018年上半年，公司子公司泉溪环保通过制造与销售环保设备，主营收入、净利润均保持稳步增长。下步泉溪环保仍以

打造全开放平台为目标，依托宜兴强大的环保资源优势，大幅提高业务承接量，同时拓展污泥、湿垃圾等固废处理方面的高

端环保装备业务。 

5、生态、固废方面 

目前，因长期过量使用农药、化肥以及不当处置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情势严峻，而

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全面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针对以上现状，公司于去年开始在生态环境方面布局，在新疆设立子公司投资

建设处理秸秆、畜禽粪便等农业有机废弃物并资源化利用生产有机肥项目。针对东北市场，报告期内公司在吉林省农安县新

设子公司投资建设处理秸秆、畜禽粪便、污泥等有机废弃物并资源化利用生产有机肥项目。此外，公司也力图通过增资、并

购、与专业技术团队合作等形式迅速切入处理有机废弃物并资源化利用生产有机肥领域，对原江阴市联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的增资控股、与南京农业大学和江苏中宜生物肥料工程中心有限公司进行了技术合作。固废方面，2018年上半年长春污泥项

目持续超负荷运营，累计处置污泥已超过1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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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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6月，子公司宜兴鹏鹞信和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新设成立，纳入合并范围。孙公司吉林省鹏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纳入合并范围。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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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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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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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