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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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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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上海环境 60120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春明 刘抒悦 

电话 021-63901005 021-32313295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881号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881号 

电子信箱 shhj@shenvir.com shhj@shenv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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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72,021,987.70 12,383,814,321.41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622,221,538.21 5,398,952,627.98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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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382,816.76 447,432,136.50 -27.05 

营业收入 1,214,574,264.38 1,196,718,175.38 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79,472,420.95 299,465,656.95 -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269,047,124.48 276,674,314.94 -2.76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05 5.94 减少0.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9780 0.42626 -6.6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9780 0.42626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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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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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6.46 326,423,076 30,212,588 无   

弘毅（上海）股权投资基金

中心（有限合伙） 

境外法

人 

9.24 64,937,708 0 质押 64,937,708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其他 0.93 6,514,134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0.91 6,365,845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证上海改革发展主题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5 3,849,500 0 无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其他 0.36 2,500,00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2,295,488 0 无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33 2,288,775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2 2,256,916 0 无   

建投中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32 2,221,318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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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以严守安全底线为根本，快速拓展“2+4”业务市场，

不断提高建设和运营管理水平，努力做好城市的“主力军”和“子弟兵”。 

（一）运营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运营生活垃圾焚烧项目 11 个，共计入厂垃圾 312.35 万吨，同比增长 10.62%，

垃圾焚烧上网电量 91,364万度，同比增长 9.19%；运营生活垃圾填埋项目 4个，共计填埋垃圾 107.96

万吨，老港沼气发电项目上网电量 3,866.70 万度，比去年同期略有增加；运营垃圾中转站 6 个，

共计中转垃圾 67.76 万吨，比去年同期略有增加；运营污水处理厂 6 座，共计处理污水 31,802.06

万吨，日均处理量为 174.74 万吨，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 

（二）在建项目  

报告期内：  ①威海市文登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已完成桩基工程施工，垃圾坑侧壁喷坡

支护、垃圾坑垫层、防水施工，锅炉基础开始施工；  ②蒙城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 项目垃圾

坑底板浇筑完成，焚烧炉、渣坑基础开挖完成，垫层浇筑完毕；  ③成都宝林环保发电厂项目取

得项目选址意见书，获得项目核准批复，环评已进入公示，现场初勘完成；  ④奉化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完成了项目公司注册，现场初勘完成；  ⑤太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完成基坑浇筑；  

⑥新昌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和 104 国道黄庄水库至眉岱段联网公路场道路基本完工；  ⑦竹园

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厂改造）工程刮泥机改造安装完成 5 台，1#-2#切换井箱涵维修完成

95%，加氯加药间房建部分完成，紫外消毒池门窗安装完成，堰门、闸门安装完成。 

（三）拓展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环保行业持续增长的趋势和新兴业务爆发式增长的契机，继续以“2+4”

业务为重点，通过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张战略，快速提升市场规模，确保未来发展成为“3+3”（发展

危废医废）并力争向“4+2”（发展土壤修复）的业务格局转型。 

1、生活垃圾。新增奉化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日处理生活垃圾 1,200 吨，总投资额约 6.5 亿元，

特许经营期 22 年；新增上海天马生活垃圾末端处置综合利用中心二期工程项目，日处理生活垃圾

1,500 吨，总投资额约 11.66 亿元；新增漳州蒲姜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日处理生活垃



圾 750 吨，总投资额约 3.77 亿元。 

2、市政污水。新增成都温江城市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处理规模 6 万吨/日，总投资 1.42 亿

元。 

3、危废医废。新增四川南充嘉源环保危废处置项目，处置规模为 6.6 万吨/年，总投资 4.5 亿

元；与宜宾市高县人民政府和上海明泉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宜宾市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投资合作协议》，项目包括危险废物综合处置项目、医废处置项目等。 

4、土壤修复。中标上海市长风一号绿地场地污染地下水修复工程、上海桃浦智创城核心区场

地污染土壤与地下水修复工程 621B、河北保定蠡县纳污坑塘整治项目（二标段）等施工项目；中

标苏州工业园区场地调查与风险评估系列项目、崇明新海镇土地减量化后土壤监测场地调查、奉

贤区柘林镇土地减量化后土壤监测场地调查等多地区域性场调调查和评估类项目。 

5、固废资源化。新增松江区湿垃圾资源化处理工程项目，总规模 530t/d，预计投资规模约 8.0

亿元，经营期限 30 年；新增松江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工程项目，总规模 1800t/d，预计投资规

模约 7.2 亿元，经营期限 30 年。 

（四）科技创新 

1、生活垃圾。（1）持续深化垃圾焚烧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上半年获得垃圾焚烧发明专利若干，

自主开发的炉排铸件合金配方和新型炉排片结构已经过实炉验证，在新建项目中已全面应用，将

大幅提升炉排片的耐用性；（2）已具备焚烧线设计和焚烧炉国产化的能力，并已在蒙城、文登、

宝林项目上开始全面应用。 

2、市政污水。开展了“10 米水深 AAO 生物处理技术”、“污水深度处理再利用技术”、“脱水

污泥药剂送粉技术”、“多级集成除臭技术”等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为污水处理项目拓展及提标改

造提供技术支撑。 

3、危废医废。开展了“危险废物（医废）焚烧处置烟气净化技术”、“无氧裂解危险废物（含

医疗废物）处置技术”、“等离子熔融气化处置危险废物炉渣和飞灰技术”、“危险废物填埋预处理

药剂”等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开拓新的技术领域。 

4、土壤修复。完成土壤与修复药剂自动混合一体化设备的研制，并于 2018 年 1 月 5 日入选

国家科技部等六部联合组织编制的《土壤污染防治先进技术装备目录》；参与的《填埋场地下水污

染系统防控与强化修复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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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