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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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半年度，本公司未拟定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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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明环保 60356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鹏 王菲 

电话 0577-86051886 0577-86051886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525号同

人恒玖大厦16楼 

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525号同

人恒玖大厦16楼 

电子信箱 ir@cnweiming.com ir@cnweim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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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1,804,012.11 5,739,242,332.84 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487,501,645.26 3,077,467,700.97 13.3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4,691,461.37 162,268,353.24 63.12 

营业收入 967,477,427.27 739,884,751.67 3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89,757,872.21 374,910,130.71 3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77,320,940.74 367,507,764.36 29.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5.03 15.17 减少0.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3 0.40 3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4 0.4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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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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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99 412,055,100   无   

项光明 境内自然人 10.14 94,968,528   无   

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66 71,782,200   质押 7,695,000 

王素勤 境内自然人 5.19 48,600,000   无   

朱善玉 境内自然人 4.81 45,068,400   无   

朱善银 境内自然人 3.98 37,251,90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六组合 未知 1.88 17,568,185   无   

章锦福 境内自然人 1.82 17,039,700   质押 4,428,000 

章小建 境内自然人 1.23 11,528,460   无   

朱达海 境内自然人 1.03 9,685,55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伟明集团持有嘉伟实业 87.50%的股份，为其控股股东。

2、项光明与王素勤系配偶关系，项光明与朱善玉、朱善

银系外甥与舅舅关系，朱善玉与朱善银系兄弟关系。项光

明、王素勤、朱善玉、朱善银分别持有伟明集团的 37.21%、

5.94%、20.99%、14.48%的股权。章锦福系项光明妹妹的

配偶，持有伟明集团的 8.42%股权。章小建系王素勤妹妹

的配偶，持有伟明集团的 3.90%股权。朱善玉持有嘉伟实

业的 12.50%股权。 

3、项光明、王素勤、朱善玉和朱善银签署《一致行动协



议》，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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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秉承“诚信、敬业、创新、进取”的核心价值观，坚持“为人类创造洁净、健康、可持

续发展的生活环境”的发展使命，持续不断向社会提供一流环保技术、产品及服务。报告期内具

体经营情况分述如下： 

（一）各项生产运营数据平稳增长，在建项目按计划推进。 

报告期内，武义项目、瑞安项目二期、界首项目、万年项目投入正式运营，玉苍项目完成技

改并投入正式运营，温州餐厨项目和瑞安餐厨项目投入正式运营，嘉善项目二期于 6 月投入正式

运营。报告期内各运营项目合计完成生活垃圾入库量 241.57 万吨，完成上网电量 7.20 亿度，两

项指标创公司半年度运营新高。报告期内完成清运餐厨垃圾 8.30 万吨，处理餐厨垃圾和污泥 9.51

万吨，完成清运生活垃圾 20.73 万吨。公司受托管理渗滤液处理站共处理渗滤液 5.06 万吨。 

目前，奉新项目、婺源项目、东阳项目、双鸭山项目和龙泉项目已取得项目核准和环评批复，

全面进入建设阶段，文成项目、永丰项目和闽清项目完成项目核准。樟树项目、临海项目二期、

玉环项目二期建设进展正常，玉环、永康、嘉善、江山等餐厨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武义餐厨项目

取得可研批复。 

（二）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拓展不断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莲花项目、永丰项目、闽清项目、蛟河项目签约，签署东阳项目补充协

议，上述项目合计新增生活垃圾处理规模为 4,300 吨/日。其中，蛟河项目还包含日处理 300 吨的

生物质项目，是公司取得的首个生物质处理项目。报告期后，完成安福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

项目签约，中标湖南嘉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公司还签署一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合作协议。 

（三）公司环卫清运市场快速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签订嘉善县生活垃圾运输协议、温州瓯海经济开发区、瓯海区潘桥

街道和丽岙街道等生活垃圾运输协议，介入更多区域的生活垃圾清运。报告期后，公司成功中标



湖南嘉禾县城乡生活垃圾收运体系项目和温州鹿城区城市生活垃圾转运作业市场化项目，子公司

中环智慧签订四川眉山天府新区视高区域城市管理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合同，并中标彭州市第二生

活垃圾压缩中转站 PPP项目。 

（四）餐厨垃圾收运处理、工程服务、设备销售等业务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江山、武义、乐清和永嘉等餐厨垃圾收运和处理项目，签署嘉善餐厨/厨余

垃圾处理协议，新增餐厨/厨余垃圾处理项目规模约为 375 吨/日。公司还签约玉环填埋场建设和

运营项目，新增一份餐厨垃圾处理设备对外销售合同。 

（五）积极推进公司技术、设备提升，加强公司管理体系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调整伟明设备生产管理模式，加强外包采购管理，成立了产品销售部加快设备

对外销售。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实用新型专利 3 项，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取得发明专利

15 项、实用新型专利 73项，软件著作权 14 项。伟明设备于 6 月还取得温州龙湾区经济和信息化

局制造业企业提档升级奖励资金 905.27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分区域管理，开展项目建设和运营。报告期内，公司荣获《董事会》杂志

颁发的第十四届中国上市公司“金圆桌奖”之“董事会价值创造奖”、2019 中国资本年会“A 股最

佳上市公司 20 强”、2019 天马奖“主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最佳董事会”、2019 金融界[金智奖]

价值评选之“节能环保领域•未来公司”等资本市场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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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