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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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副董事长 罗小波 因公出差 黎定成 

董事 聂毅涛 因公出差 陈来红 

独立董事 徐克美 因公出差 王彭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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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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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达环保 600292 九龙电力、中电远达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青华 凌娟 

电话 023-65933055 023-65933055 

办公地址 重庆市两江新区黄环北路10号1栋 重庆市两江新区黄环北路10号1栋 

电子信箱 ydhb_dm@spic.com.cn lingjuan@spi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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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8,964,362,930.34 9,046,458,136.55 9,046,458,136.55 -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870,068,696.14 4,877,050,002.53 4,877,050,002.53 -0.1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234,899.83 -6,586,235.11 -7,334,372.67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489,723,731.64 1,427,202,023.91 1,420,374,651.55 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8,132,883.58 29,251,088.15 30,135,525.92 3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3,913,427.06 25,292,495.92 26,329,983.86 34.0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78 0.60 0.62 增加0.18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04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04 0.04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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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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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43.74 341,533,307 0 无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7.90 61,647,562 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经济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2 7,211,400 0 未知   

谢慧明 未知 0.52 4,055,928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

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42 3,317,210 0 未知   

郑贤妹 未知 0.42 3,300,00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36 2,795,800 0 未知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物资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

法人 

0.35 2,735,157 0 未知   

齐丽萍 未知 0.34 2,628,198 0 未知   

重庆天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法人 

0.33 2,600,1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物资有限责任公

司、重庆天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受重庆市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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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火电机组利用小时上升、以及上年度特许经营新增装机容量翘尾影响，公司营

业收入小幅上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89 亿元，同比上涨 4.38%；利润总额 0.64亿

元，同比下降 0.72%，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1.环保工程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环保工程公司完成 11个项目 18 台套脱硫/脱硝/除尘装置调试及 168小时试运，

其中脱硫 10台套、脱硝 3台套、除尘 5台套，实现营业收入 6.87亿元，同比下降 10.59%，实现

利润总额 2,648万元，同比下降 38.96%。 

2.特许经营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受火电发电利用小时数止跌回升，以及上年度特许经营新增装机容量翘尾影响，

公司脱硫脱硝特许经营业务收入同比有所增加，特许经营业务利润同比上涨。报告期内公司特许

经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8.56亿元，同比上涨 26.15%；实现利润总额 1.26亿元，同比增加 8.02%。  

3.脱硝催化剂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脱硝催化剂销量有向好趋势，完成脱硝催化剂销售量 7575立方米（包括再生催化

剂），同比增长 13.4%；实现营业收入 8626万元，同比增长 20.26%；利润总额-344万元，同比实

现减亏。 

报告期内，公司特许经营业务仍然是公司利润的主要支撑，但在业务转型方面，公司取得了

一定突破。报告期内，公司市场中标率同比提高 2.7 个百分点，非电项目占比达 43.2%。其中，

铝业环保项目订单 9个，中标金额 4.47亿元，同比增长 81.39%，水处理项目中标 5756万元，同

比增长 450%；在钢铁、化工、石化、造纸等非电市场都取得项目新突破。报告期内，公司承担了

国内首个半干法阳极焙烧项目—宁东（阳极）焙烧工序烟气净化项目、公司首个钢铁行业干法脱

硫超低排放项目—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能源中心 4×180T/H 锅炉新建烟气脱硫除尘项目、

首个燃机脱硝工程—粤电集团广前电力公司 1-3 号机组脱硝改造工程。国际市场，中标土耳其胡

努特鲁燃煤电厂工程 2×660MW超超临界机组脱硫系统 EP项目，中标金额 1.57 亿元。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做好业务拓展及管理控制。一是巩固传统烟气治理业务市场。服务好火电

超净改造、烟气消白需求，把握盛夏酷暑及冬季供暖时机，争取环保电量稳发多发，保障环保设

施的稳定运行，实现特许经营项目增产增收。在脱硝催化剂、装备制造等制造业务领域，争取市

场订单，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全力提升经济效益。二是继续拓展其他领域环保市场。积极进入铝

业、钢铁等非电领域烟气治理市场，做好电站废水处理等水务业务，推进固危废处理处置等环保



业务。三是强化管理控制。严格执行集中招标要求。强化预算管理，综合施策，降低可控成本，

控制预算外支出，杜绝不合理费用，重点管控用工总量、人工成本及非生产性开支，多措并举改

善财务状况，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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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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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