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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2019-058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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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72,147,97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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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环科 股票代码 00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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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会 俞凌佳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保税南区曹娥江路 22 号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保税南区曹娥江路 22 号 

电话 0574-86821166 0574-86821166 

电子信箱 ir@lgom.com.cn ir@lgom.com.cn 

2、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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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073,562.25 308,080,951.34 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1,657,206.89 77,528,873.51 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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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0,482,289.68 84,439,975.84 7.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971,379.97 -106,258,395.14 149.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0 3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20 3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9% 2.53%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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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5,958,102.50 3,529,400,524.11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61,037,948.82 2,922,915,324.02 -2.1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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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天一世纪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93% 126,656,706 0 质押 63,000,000 

朱林生 境内自然人 5.02% 19,901,640 14,926,230   

周方洁 境内自然人 4.70% 18,642,721 13,982,041   

李雪会 境内自然人 2.75% 10,900,000 8,175,000 质押 3,700,000 

伍卫国 境内自然人 2.08% 8,246,533 6,184,900 质押 8,246,53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经济新动力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7% 7,408,018 0   

石钶 境内自然人 1.43% 5,659,978 0   

陈鹍 境内自然人 1.31% 5,189,654 0   

万慧建 境内自然人 0.96% 3,795,859 0   

何贺 境内自然人 0.91% 3,605,90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控股股东宁波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一周方
洁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宁波

天一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周方洁与其他 8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 8 名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石钶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659,97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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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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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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2019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认真履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推

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各项业务的发展，积极有效地发挥了董事会的作用。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经营层带领全体员工齐心
协力，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行业压力，公司不断加强经营管理，加大营销力度，保持研发投入，使业绩保持平稳发

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107.3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46%；利润总额11,282.55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165.7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1.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48.2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6%｡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度经营计划稳步推进各项业务。 

    一、电力领域：受国家电网公司“泛在电力物联网”、南方电网公司“数字南网”政策利好影响，公司电力信息化业务稳步

增长；电力监测业务新增订单实现同比增长。 

    1、电力信息化业务方面，软件产品销售平稳增长，软件项目增速明显。电力物联网相关项目物资智慧供应链、配电网

基于深度学习的无人机巡线与检修、电网工程数据中心、基建全过程数字化系统建设、电网工程智慧工地等业务已经逐步实

施应用。标志着公司从火力发电工程、电网工程工程造价产品与服务向能源行业其他细分市场迈出关键步伐的核电造价软件
产品完成关键单位的销售与应用工作；电力工程设计市场开拓方面取得积极进展；配电网工程设计、技改大修工程设计等方

面取得较大的突破。在新技术研究方面，完成大屏可视化设计器技术方案、大屏可视化动效配置及大屏控制器技术方案交付

并应用于公司易数大数据可视化分析平台产品；三维WEB展现、三维设计平台引擎等研发成果已成功应用于D3Viz、D3Staion

等产品；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档案去污软件已完成初步测试，基本达到预期。 

    2、电力监测业务方面，新增订单实现同比增长，中标率也相应提升。报告期内在云南、海南、南网超高压、山东、湖

北、新疆、青海、甘肃、陕西等取得了较好成绩。 

    二、环保领域：继续巩固在环境监测领域的领先优势，积极开拓土壤修复市场。 

    1、环境监测业务方面，报告期内新增订单1.50亿，截至报告期末在手未执行完订单7.25亿。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环境监

测业务覆盖全国27个省。报告期内陆续中标“中山市环境保护局中山市河涌水质自动监测平台建设项目”、“四川省达州市环

境监测站达州市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网络项目”、“南阳市环保局县级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自动化站建设项目”等彰显了公司

在地表水水质监测领域的实力与能力。公司环境监测凭借专业的技术、高效的建设、精准的运维深受客户好评，收到青海省

环境监测中心、河南省环境监测中心、山东水资源监控能力项目建设办公室等业主单位发来的感谢信与表扬函。 

    2、在土壤治理业务方面，优势区域湖南省内项目受政府对土壤治理项目规划调整影响，公司主要对执行项目和储备项
目进行梳理和跟进。土壤修复业务经营区域的重点正逐步由湖南省省内向省外拓展，但新的市场开拓及培育回报仍需要一定

的时间积累。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优化管理工作，提升管理水平。财务方面持续深入应收款管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应收账款同比

下降12.59%。人力资源方面积极拟定、改善薪酬考核体系，加强人才引进。公司内控方面继续进行信息建设，健全和完善

公司的信息系统，促进了内部控制有效运行。公司治理方面积极规范各项流程，进一步夯实管理基础，提升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智慧环保解决方案提供商,专注于智慧环保与智能电网建设，作为环保及能源领域的重点企业入选“中

证浙江凤凰行动50指数”成分股。揭示了公司的投资价值和成长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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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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

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董事会决议通过 

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合并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合并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54,110,588.04 应收票据 12,619,399.74 

应收账款 441,491,188.3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19,751,195.67 应付票据 10,900,000.00 

应付账款 108,851,195.67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影响 2019年1月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200,000.00 -24,2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4,200,000.00 24,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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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周方洁 

2019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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