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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6                               证券简称：兴源环境                        公告编号：2018-134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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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源环境 股票代码 30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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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昌源 刘慧 

办公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望梅路 1588 号 

杭州市余杭区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望梅路 1588 号 

电话 0571-88771111 0571-88771111 

电子信箱 stock@xingyuan.com stock@xingyu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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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215,927.16 1,571,866,568.38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7,163,335.95 259,772,175.78 -5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21,599,803.79 186,657,509.61 -3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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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429,507.25 -299,343,723.51 130.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6 -5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6 -5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2% 8.62%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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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540,066.03 9,477,937,436.92 1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97,760,589.05 3,771,103,914.95 3.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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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38% 358,516,734  质押 201,280,8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聚利 43 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3.62% 37,799,960    

韩肖芳 境内自然人 3.47% 36,241,920    

吴劼 境内自然人 1.99% 20,754,590 20,754,590 质押 11,318,332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长安信托－

长安投资632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87% 19,455,453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合顺 1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77% 18,476,497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方正东亚·恒

升 19 号证券投资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1.77% 18,468,600    

钟伟尧 境内自然人 1.33% 13,821,736 10,366,302 质押 13,068,000 

双兴棋 境内自然人 1.32% 13,730,990 13,730,990 质押 9,600,000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聚赢 17 号证

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24% 12,908,5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周立武先生及其夫人韩肖芳女士分别持有兴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0%、10%的股

权，同时韩肖芳直接持有公司 3.47%的股份，周立武、韩肖芳夫妇为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吴劼与双兴棋为夫妻关系，分别持股 1.99%和 1.32%，合

计持股 3.31%。除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兴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98,516,734 股外，还

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0,000,000 股，实际

合计持有 358,516,73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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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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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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充分抓住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带来的产业机遇，秉承“致力环保、造福社

会”的经营理念，紧紧围绕“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环境治理综合服务商”的战略目标，在整个“去杠杆、

紧信用”的金融环境形势下，审时度势，防风险，调结构，抓管理，控成本，拓市场，较好地完成了年初

制定的经营计划。 

报告期内，受金融政策和PPP政策对公司业务的不利影响，与上年同期相比公司业绩有所下滑，实现

营业收入1,563,215,927.1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0.55%；实现营业利润166,871,953.23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7.7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163,335.9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1.05%；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92,429,507.25元，较上年同期的-299,343,723.51元相比明显改善。利润减少比例大于收入减

少比例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确认了杭州兴源聚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份额转让收益9,125.00

万元，而2018年半年度无此项收益。主要经营情况回顾如下： 

（一）业务方面 

1、适时调整项目结构 

在“去杆杠”的大背景下，2017年下半年开始，PPP迎来了强监管周期，根财政部印发的《关于规范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92 号文”）的要求，各省级财政部门

应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本地区项目管理库集中清理工作。2018年4月28日，财政部PPP中心发布

《2018年第1季度报》显示，至2018年3月末，综合信息平台已累计清退管理库项目1,160个，累计清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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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1.2万亿元。2018年5月，财务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示范项目规范管

理的通知》（财金〔2018〕54 号），针对173个前三批示范性项目进行整改处理，公司于2015年12月签订

的《九江市柘林湖湖泊生态环境保护PPP项目》被调出示范项目名单，保留在项目库。面对一系列严峻的

政策调整，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立即采取风险应对措施，迅速调整项目结构，提出“PPP项目和现金流项

目”双轮推动的经营战略，并强调“把风险防范放第一位，稳定业绩放第二位”。 

报告期内，子公司签订了天津北辰区郊野公园景观提升、衢州衢江区黄坛口乡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德清县东苕溪流域综合治理、湖州市环城河清淤工程等多个EPC项目，存量EPC项目的建设得到了较好的

推进。另外，源态环保软件及平台搭建业务持续增长带动了后续的运维服务业务，主要包括平台运维服务、

水质在线监测站点运维服务、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服务，也属于现金流较好的业务。 

PPP项目的开拓及推进节奏有所放缓。在项目投标方面，重点跟进当地政府偿债能力、财务承受力、

信用政策良好并且管理规范的项目，报告期内公司中标的大型PPP项目有：嘉兴市北部湖荡整治及河湖连

通工程（秀洲片）PPP项目，项目总投资112736万元；遵义市播州区城镇污水处理工程建设PPP项目，项目

总投资91372.65万元；贵州省黔西县水务一体化PPP项目—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总投资75028

万元。在项目投资建设上，制定项目实施的细则，严抓工程款的审核，合理规划资金使用情况，将现有资

金优先用于管理规范、回款有保障、建设周期不会受影响的项目，始终将风险防范放第一位。报告期内，

除了温宿县托甫汗镇特色小城镇建设项目一期项目、敖汉旗城市综合体提升改造及生态保护建设 PPP项

目、柘林湖项目分别受到规模调减、拟调整、调出示范项目名单的影响外，其他PPP项目有计划地稳步推

进中。公司将加强对产业政策和监管政策的研究，把握行业发展趋势，适时调整市场方向，确保业绩稳步

增长。 

2、继续开拓新的市场 

我国幅员辽阔，全域水环境治理覆盖城镇和农村，2017年发布的新《水污染防治法》明确提出“支持

农村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意味着农村污水处理市场迎来发展机遇；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实施，也明确提到了“加强农村水环境治理和农村饮用水水源

保护，实施农村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推进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努力争取“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相关项目，中标了贵州省黔西县水

务一体化PPP项目，该项目属于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总投资为 75028 万元，主要解决黔西县绿化

乡、雨朵镇、大关镇等23个乡镇的供水问题，总供水规模为 61900m3/d。如该项目能顺利实施，将为公司

未来开拓水源地保护、乡镇饮水供水项目提供宝贵的经验。并且该项目采用“使用者付费+政府可行性缺

口补助”付费方式，回款和现金流性质较好。 

为进一步扩大产业链布局，实现向多元领域的环保公司转型，公司于2018年2月14日筹划资产重组暨

关联交易事项，拟收购绿农环境100%的股权。绿农环境主要提供城市建设工程产生的建筑渣土的中转、消

纳和回填复耕的综合一体化服务，系统化解决地下建筑垃圾的综合利用，同时积极研发地上建筑垃圾的分

类处理技术和再生资源利用。本次资产重组将产业链向建筑废弃物处理领域延伸，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

跨越式的发展，是公司市场布局的又一次努力。目前，中介机构正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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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尽调，该事项尚需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报送中国证监会核准，

存在不确定性，并且存在受市场波动影响调整重组方案的可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几年，生态旅游建设发展迅速，这源于“旅游地”需要建立在一定地理空间的生态环境上，并且国

家有关部门也陆续出台相关支持政策。2017年6月，国家旅游局正式发布《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导则》；

201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加强环境保护，推进共

建共享，以达到旅游发展全域化、旅游供给品质化、旅游治理规范化、旅游效益最大化的目标”。生态、

旅游、环境三者组成了新的发展共同体，公司子公司中艺生态在生态市政建设、园林景观建设及设计、生

态环境修复方面具备丰富的项目经验，报告期内其完成的施秉县易地扶贫搬迁（扶贫生态移民）项目中的

市政园林工程“水车小镇”就融入了黔东南独具韵味的山水与文化特征，在一个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区域，

成功打造出一个独具园林风格的小镇典范；2016年签订的新昌县鼓山公园PPP项目（总投资约3.3亿元）也

于近期建成开园。公司已在生态旅游建设上作出初步尝试，未来会进一步联合旗下专业子公司开拓生态旅

游市场，并探索生态旅游运营模式，增加营业收入。 

3、未来业务发展方面 

首先，基于公司2015年开始承接的 PPP 项目投资建设期将陆续结束，公司计划成立专业运维公司或

事业部，筹备各项目的运营维护工作；其次，公司将继续拓展收益好、资金充足的项目，保障现金流稳定

流入；第三，为了促进公司更好更快的发展，公司将积极引进优质的战略投资机构在业务资源和技术创新

等方面开展长期合作，公司已经和中交上海航道局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目前双方正就具体合作事项进

一步洽谈中。 

“污染防治”攻坚战任务艰巨，公司将肩负社会责任积极投身美丽中国的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项目中，

同时也将积极参与杭州亚运会、浙江大花园的投资建设，为国际运动会的召开、美丽家乡的建设贡献一己

之力。 

（二）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本着加强内部规范治理、促进高效运转的原则，从治理层到经营层对已有的制度和流

程进行全面梳理和修订，制修订了70 个制度，其中治理层制度31个，经营层的制度涵盖了业务、人力、

行政、财务、技术等经营的方方面面；并根据制度制定了审批、审议权限。本次制度的梳理和修订为公司

内部控制和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有利于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系统性管理。     

财务管理方面，面对严峻的融资压力，公司加大与金融机构的对接力度，2018年度共计申请到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443,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保障公司战略目标的顺利实施。在实际融资时，通过担保、信用、

抵押、质押等授信方式尽可能争取到最低的借款利率，以控制融资成本。此外，公司通过在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发行“18兴源环境PPN001”募集资金3.2亿元，以满足业务拓展的资金需求。同时防范风险、严控

成本，减少不必要的费用开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项目管理方面，现有项目已完成全面梳理建档，严抓项目的工程款审核，明确重大项目计量计价的审

核原则，制定项目的实施细则，对项目进行全过程监督，确保工程质量和项目进度的顺利推进。同时，狠

抓应收账款的催收，明确各项目的回款任务，纳入相关责任人的业绩考核，报告期内基本完成年初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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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款目标，较好地改善了经营现金流量情况。 

同时，公司在品牌建设、人才建设方面也取得一定的进展。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参加IE expo 2018第十

九届中国环博会、第十六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等大型行业展会，宣传品牌形象；建立人才培训机制，定

期、不定期地组织新员工培训、岗位专业培训，以提升员工文化认同感、职位胜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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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设南平市兴源水务有限公司、漳平市源泽水利投资有限公司、巴东兴东水务有限公司、嘉

兴兴禾水利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四家控股子公司，并纳入本期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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