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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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无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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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峡环保 60381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志军 陈秀兰 

电话 0591-83626529 0591-83626529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洋里路16号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洋里路16号 

电子信箱 fjhxhb@fjhxhb.com js@fjhxh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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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720,240,753.78 3,220,031,310.51 3,220,031,310.51 1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616,797,938.74 1,521,408,774.61 1,521,408,774.61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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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470,529.56 114,134,248.45 93,204,248.45 89.66 

营业收入 303,043,962.75 192,794,186.63 192,794,186.63 5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3,145,436.57 50,488,727.82 50,488,727.82 2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1,087,192.98 51,228,388.80 51,228,388.80 19.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00 3.51 3.51 

增加0.49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03 0.1122 0.1122 25.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89 0.1122 0.1122 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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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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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市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55 258,970,588 258,970,588 无 0 

上海瑞力新兴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22,499,900 0 无 0 

北控中科成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3 16,800,000 0 无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 国有法人 2.45 11,029,412 11,029,412 无 0 



一户 

上海联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9 8,940,000 0 无 0 

福州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5 5,179,412 0 无 0 

钱海波 境内自然人 0.62 2,810,500 0 无 0 

潘国龙 境内自然人 0.36 1,616,478 0 无 0 

李勇 境内自然人 0.13 600,000 0 无 0 

郭耀东 境内自然人 0.13 587,4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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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按照董事会制定的五年战略规划，本着“严管理、强产业、树人才、

谋发展、拓市场”的发展方针，充分利用资产市场的优势，谋划发展新思路、增强市场竞争力，

推动公司稳健科学发展。 

（一）经营成果分析  

公司本报告期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9,765.9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4.66%，其中：污水处理

收入 26,028.0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0.25%；垃圾渗沥液处理收入 2,859.14 万元，比上年同

期减少 0.71%；公司本报告期实现利润总额 7,545.0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2.85%，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6,314.5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5.0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08.7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9.24%。 



（二）主营业务产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污水处理量 14,244.48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20.86%，公司污水实际结算量

16,230.64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12.72%；垃圾渗沥液处理量 38.42 万吨，实际结算量 38.42 万

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1.36%。 

（三）主要经营业绩 

1、加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 

晋安区益凤渣土及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一期），计划总投资约人民币 28,854.21 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已累计投入资金 27,897.00 万元。一期预处理线从 2019年 3 月开始试生产，制砖

生产线 6 月完成主机试机生产，目前整体联动调试未完成，需要等待养护窑土建施工完成后，进

行窑内轨道安装，再进行整体联动调试，才能具备正式生产条件。计划在 7 月完成联动试机，8

月底全面进行制砖产线生产。 

长乐龙峰渣土及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一期），计划总投资约人民币 17,298.00 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已累计投入资金 17,000.00 万元。项目于 2019 年 6 月投入试生产，计划 9 月起投

入正式生产。试生产期间主要任务为设备磨合、整改、完善，制砖工段员工实操及故障排除培训

等。  

福州市危险废物综合处置 PPP 项目（公司参股 30%），项目总投资 27,174.59 万元，截至报告

期末，已累计完成项目投资额 21,550 万元。项目已完成所有建筑单体施工，焚烧生产线、固化车

间设备生产线、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系统等均已完成设备安装调试，暂存库设施安装到位，项

目进入试生产阶段。 

福州市大件垃圾（园林）处置厂 PPP 项目（公司参股 20%），项目总投资 6,029.57 万元，截

至报告期末，已累计完成项目投资额 1,700 万元。项目土建工程完成 60%，设备招标工作已完成，

计划 8 月底投入试运营。 

洋里垃圾收运一体化建设 PPP 项目（公司参股 30%），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22,550.97 万元，其

中纳入 PPP 的转运站工程（含配套工程）投资约为 13,424.97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已累计完成

项目投资额 8,800 万元。项目已完成“三通一平”，正在进行桩基施工，计划年底完成项目上部土

建结构施工和项目设备采购工作。 

北峰农村污水项目，项目总投资 4,761.7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已累计完成项目投资额 3,900

万元，目前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进入生产试运营。 

建宁农村污水项目，项目总投资 16，686.72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已累计完成项目投资额



4,000 万元。第一批 17 个自然村子项目（大岭村等）已完成厂站建设 65%，管网已完成 10%，计

划下半年完成第一批 17个自然村（大岭村等）管网厂站验收通水。 

2、深入优化管控体系 

公司坚持依法依规运作经营，持续优化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从组织、制度和管理等不同维度，

打造优化管控体系。 

一是始终加强风控体系建设，强化监事会、纪检、审计和法务四架马车的风控协同机制，确

保经营安全有序进行。 

二是全面梳理部门职责和母子公司权责管控清单，明确管理权责交界面，实现组织架构优化、

提升规范治理水平。 

三是持续推进建章立制，报告期内新增、修改、发布制度 21 项，涵盖采购、工程、运营、安

全办公、人力资源、财务、市场投资以及组织绩效管理等企业经营各方面，通过明确流程，保障

公司平稳发展。 

四是严格投资项目评审流程。通过对投资项目开展投后评估和投资过程中投资管控评估，加

强工程造价审核和财务动态监测，形成适合公司实际情况的投资标准模式。 

五是推进公司运营管理信息化。通过生产管理大数据平台建设及应用试点工作，实现生产关

键指标随处、随时监控。 

3、提升科研技术水平 

公司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以效果为导向，不断加大科研成果转化力度，围绕服

务生产、支持公司战略发展两个中心，不断提升科研技术水平。报告期内，公司开展再生水回用

于景观水体、膜运行研究、污泥堆肥产物园林利用可行性、厨余垃圾高效堆肥及装备开发等 8 项

课题研究。“一种土壤中全氮及有机碳的测定方法”申报发明专利，“一种用于深度脱水污泥的预

处理装置”专利通过授权并获得证书。 

4、强化资本运作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发行 4.6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满足了“福州市洋里污水处理厂一二三

期提标改造项目”、“福州市祥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福州市浮村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

目”及“闽侯县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四个项目的建设资金需求，降低了公司整体

融资成本，对公司继续做大做强污水处理主业，巩固行业市场地位，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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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

会计之 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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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