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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2                           证券简称：天壕环境                           公告编号：2019-047 

天壕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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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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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壕环境 股票代码 30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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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洪涛 毛勍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32 号枫蓝国

际中心 2 号楼 906 室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32号枫蓝国际

中心 2 号楼 906 室 

电话 010-62211992 010-62211992 

电子信箱 ir@trce.com.cn ir@trce.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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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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500,761.13 812,864,365.33 -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012,767.57 37,717,501.39 1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9,400,638.43 -14,514,438.24 233.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4,009,291.61 108,650,666.70 96.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77 0.0424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77 0.0424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 1.08%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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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3,821,984.56 8,132,947,694.53 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95,448,984.78 3,466,107,134.83 0.8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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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44% 171,126,166 6,466,166 质押 153,539,997 

湖北省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2% 43,278,748 24,271,844 质押 17,129,995 

陈作涛 境内自然人 4.84% 42,562,867 31,922,150 质押 37,436,667 

西藏瑞嘉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7% 39,349,721 0   

西藏君升恒齐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 24,562,276 24,562,276 质押 24,562,276 

苏州厚扬启航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7% 19,070,501 19,070,501 质押 19,070,501 

新疆沣华盛鼎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 13,869,158 13,869,158 质押 13,869,158 

诚信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44% 12,652,775 12,65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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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舒 境内自然人 1.36% 11,959,605 0   

诚海国际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0.81% 7,102,744 7,102,74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天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陈作涛先生，与陈作涛先生本人构成一致行动人

关系，陈作涛先生直接间接合计控制本公司 24.28%股份。公司未知前 10 名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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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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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环保服务业 

公司主营业务板块包括天然气供应及管输运营业务的燃气板块、水处理工程服务及膜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的水务板块和余

热发电节能、烟气治理的投资及工程技术服务的节能环保板块，2019年上半年董事会努力推进公司以燃气板块为主体，水务

板块、节能环保板块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积极完善各板块业务布局。 

2019年上半年，在董事会、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150.08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0.17%；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01.2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1.39%。2019年上半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加，变动原因主要有：1）燃气板块、节能环保板块营业毛利较上年同期增加；2）公司加强管理、优化资产，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3）上年同期全资子公司北京华盛新能投资有限公司未完成2017年度承诺业绩，原交易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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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股份支付方式向公司进行了业绩补偿，公司确认了相应的业绩补偿收益，本报告期无该项收益；本报告期因天壕宿迁余

热发电项目终止，公司确认了合作方的补偿收入以及项目资产的报废损失，形成一定收益；上述因素共同导致本报告期营业

外收支净额比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2019年上半年，围绕“一体两翼”的战略布局，公司加快推进长输管道战略合作，优化资产结构，积极开拓市场，稳步经

营，各板块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天然气供应及管输运营 

本报告期公司天然气供应及管输运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2,074.8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0.08%，占公司营业收入总额的

64.17%，为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本报告期公司燃气板块提升了成本较低的煤层气采购量，实现营业毛利9,398.5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70.68%。 

本报告期公司燃气板块下游主要客户用气需求稳定，实现售气量2.10亿立方米，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随着天然气消费

比重的提升，下游用户的用气需求会逐步增加。 

2019年1月8日，公司与中海油全资子公司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就管线互联互通方

面的紧密合作进行了约定，双方愿意利用各自优势，共同推进中海油蒙西线与神安线的互联互通，形成陆气与海气（LNG）

资源互补；同时，双方就LNG资源购销、用气终端市场开发（包括但不限于天然气加气站、工业气化站、工业园区项目、

煤改气项目、LNG二级储备库等）等合作达成一致意向。 

2019年6月1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出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神木-安平煤层气管道工

程（山西-河北段）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能源（2019）995号），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盛燃气与中海油下属子公司中联煤共

同设立的合资公司中联华瑞拟投资建设运营的神安线管道项目（山西-河北段）已获国家发改委核准批复。本着“整体策划，

分段核准”的原则，中联华端将先期建设神安线管道（山西-河北段），即自山西康宁压气站至河北中心站的管线和场站，途

经山西省吕梁市、忻州市、太原市、阳泉市和河北省石家庄市、保定市、衡水市，管道长度543.87km，设计输气能力50亿立

方米/年，管道设计压力8.0MPa、管径DN813mm，沿线设置压气站2座、分输站1座、阀室25座。神安线管道项目（山西-河

北段）投资总额41.42亿元，项目建设资本金30%采用自有资金，70%申请银行贷款解决，预计2020年全线投产运营。 

随着神安线管道项目顺利投资建设运营，公司将涉足天然气中游长输管道运营业务，通过收取天然气管道运输费获得相

应投资回报；同时拓宽燃气业务盈利模式，有利于组织调度气源，增加销售收入，形成相应收益。该合作项目的有效实施，

有利于加强公司与上游企业合作，获取资源优势，提升燃气板块在上述区域内的市场话语权和下游市场的供气保障能力，为

公司中长期抢占京津冀地区及华东市场奠定良好的基础。公司将利用国家大力支持天然气行业发展的黄金历史契机，建立新

的天然气气源供应的渠道，减少气源供应中间环节，发挥煤层气成本优势，快速抢占天然气需求增量市场，并带动以天然气

为清洁能源的燃气发电、分布式能源等综合用能项目的开发。 

本报告期公司充分把握天然气行业的发展机遇，稳定气源采购，稳步管线建设，保障市场供应，逐渐形成以资源开发利

用、输气管网建设运营、燃气输配供应为核心业务的经营格局。 

 

2、水处理工程服务及膜产品销售  

本报告期公司水处理工程服务及膜产品销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9,566.4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71%，占公司营业收入

总额的11.79%，为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实现营业毛利2,494.2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2.58%，主要原因为水工程项目

及膜产品销售的收入确认受工程完工进度及产品交付时间的影响，本报告期相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在水处理工程服务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赛诺水务多年来在水处理行业的不断积累，自主研发工艺水平逐步提升，赛诺

水务品牌、市场影响力快速增加，在市政污水、工业废水、海水淡化等领域均取得了重大进展。本报告期，赛诺水务在服务

石化及钢铁传统行业基础上继续拓展业务并落地实施项目，包括废水处理及回用、能源及资源水电气一体化等项目。在2018

年度第十六届中国水业企业评选中赛诺水务凭借在海水淡化领域的卓著成绩，再度荣获“海水淡化年度领跑企业”称号。 

在自有膜产品方面，赛诺水务拥有热致相分离法（TIPS）制备中空纤维膜技术，是全球三大专利拥有者之一，是中国

目前唯一大规模产业化的TIPS超滤膜生产商。在膜产品研发上，赛诺膜公司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开发出新一代预成型集

成超滤膜架、耐臭氧和耐酸功能型超滤膜组件；完成了功能型膜组件在臭氧-超滤、酸性废水等工程项目的示范应用；针对

GE浸没式组件替换市场，开发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浸没式组件和系统设计，并在美国实现了第一个进口品牌替换的示范项

目。赛诺膜公司构建了“膜材料-膜组件-膜系统-膜应用”全产品链技术专利簇群，本报告期新申请4项专利，授权2项专利。在

膜产品生产上，本报告期赛诺膜公司膜丝产量较上年同期增加26.73%，2019年6月赛诺膜公司完成了新增三条膜丝生产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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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调试，膜丝年生产能力从200万平方米增加到300万平方米，为2019年下半年膜产品销售及工程技术服务提供充足的产能

储备。本报告期，赛诺膜产品继续广泛应用于工业、市政、海水淡化等领域。在国内市场上，赛诺膜公司重新梳理和规范了

销售管理制度，尤其是代理商管理制度，在维持原终端业主和工程公司等客户的订单稳定增长前提下，重点开展代理商发展

与管理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国外市场上，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赛诺膜公司在北美市场开拓速度有所放缓，将重点

市场开发区域转向东南亚、中东和欧洲等地区和国家，陆续将取得一定进展。 

 

3、余热发电节能、烟气治理的投资及工程技术服务 

本报告期公司余热发电节能、烟气治理的投资及工程技术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9,485.9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73%，占

公司营业收入总额的24.01%。其中，余热发电合同能源管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6,828.5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68%，占

公司营业收入总额的20.74%，为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实现营业毛利6,925.3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3.12%，本报告期

公司对正常运营的电厂加强了运营管理，提升了发电效率，售电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余热发电合同能源管理业务毛利有

所增加。在余热发电及烟气治理工程建设承包与技术服务方面，本报告期公司工程建设承包与技术服务实现营业收入2,657.43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4.88%，占公司营业收入总额的3.27%；实现营业毛利734.1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7.50%。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余热发电合同能源管理已投产及在建项目情况如下表： 

 

序号 项目简称 项目状态 项目类型 装机规模（MW） 

1 天壕邯郸（一期）项目 已投产 水泥 7.5 

2 天壕邯郸（二期）项目 已投产 水泥 9 

3 天壕和益项目 已投产 水泥 6 

4 天壕宜城项目 已投产 水泥 9 

5 天壕荆门项目 已投产 水泥 9 

6 天壕老河口项目 已投产 水泥 12 

7 天壕兴山项目 已投产 水泥 4.5 

8 天壕咸宁项目 已投产 水泥 9 

9 天壕宜昌项目 已投产 玻璃 15 

10 天壕安全(一期)项目 已投产 玻璃 15 

11 天壕安全(二期)项目 已投产 玻璃 12 

12 天壕东台项目 已投产 玻璃 6 

13 天壕沙河项目 已投产 玻璃 12 

14 天壕芜湖项目 已投产 玻璃 12 

15 天壕渝琥项目 已投产 玻璃 6 

16 天壕淄博项目 已投产 玻璃 12 

17 天壕元华项目 已投产 玻璃 9 

18 天壕滕州项目 已投产 玻璃 12 

19 天壕金彪项目 己投产 玻璃 5 

20 天壕丰城项目 已投产 煤化工 20 

21 宁投茂烨（一期）项目 已投产 铁合金 7.5 

22 宁投茂烨（二期）项目 己投产 铁合金 18 

23 天壕鄂尔多斯项目 在建 煤化工 25 

24 天壕贵州项目 在建 水泥 6 

25 天壕常宁项目 已投产 铜冶炼 6 

26 鄯善非创项目 己投产 天然气管道加压站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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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瓜州力拓项目 在建 天然气管道加压站 34 

28 山丹力拓项目 在建 天然气管道加压站 7.5 

29 中卫力拓项目 己投产 天然气管道加压站 7.5 

30 延川力拓项目 已投产 天然气管道加压站 6 

 合计   337.5 

 

本报告期公司对因合作方原因已停产的余热发电项目，加大了资产处置力度，依据EMC合作协议的约定，积极争取补

偿或资产回售。 

2019年1月，公司子公司天壕智慧与EMC项目合作方北京金晶智慧有限公司签订了《终止并解除<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服

务协议>的协议书》，就因北京金晶智慧有限公司全面停产致使双方于2011年7月7日签订的《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服务协议》

无法继续履行事宜达到一致协议，由北京金晶智慧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回购天壕智慧余热发电项目资产，回购总额以项目资

产净值为基础，经协商确定为3,800万元。原北京金晶智慧项目投资总额3,855万元，装机容量4MW，于2013年正式投产发电，

于2015年12月受合作方北京金晶智慧有限公司全面停产影响导致余热发电项目停止运营。截止本报告日，公司已收到全部回

购款项。 

2019年6月，公司子公司天壕宿迁因EMC合作方江苏苏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华达公司”）、宿迁中玻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玻公司”，系苏华达公司控股子公司）玻璃生产线停产而发生的诉讼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8）苏民终1381号《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主要内容为：解除天壕宿迁与苏华达公司之间的玻璃窑余热发电项目合作

协议及补充协议；案涉余热电厂厂房、设备由苏华达公司所有和处理；苏华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天壕宿迁

损失共计7,176.49万元；苏华达公司、中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天壕宿迁电费35.68万元。判决后，经公司与对

方协商达成和解协议，由苏达华公司、中玻公司于2019年7月10日之前向天壕宿迁支付违约赔偿款及电费共计5,035.68万元。

截止本报告日，公司已收到全部款项。原天壕宿迁项目总投资额5,378万元，装机容量6MW，于2011年1月正式投产发电，

于2017年11月受合作方停产影响，导致余热发电项目停止运营。公司一次性收回补偿款项，有利于公司改善资金状况，保障

战略投资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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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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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会计》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

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召开了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本期增加20,800,000.00

元。信用减值损失本期增加421,482.34元。 

2019 年4月30日，财政部下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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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非金融企业按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

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

报表。 

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本期金额 

73,966,341.13 元，上期金额 39,666,432.69 

元；“应收账款”本期金额 536,477,799.78

元，上期金额548,305,832.97元。“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应付票据”本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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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225,535.31 元，上期金额 

38,724,151.25元；“应付账款”本期金额 

1,371,002,694.50元，上期金额

1,305,478,104.53元。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

知》（财会[2019]8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

年6月10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 1日至该准则

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

该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该准则的规定

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对公司的报表科目无影响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

会[2019]9号）。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

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

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

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

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对公司的报表科目无影响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为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本公司自2019年01月01日起将管网及

场站设备的可使用年限由20年变更为30年。 

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 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

计处理，该会计估计变更减少本期累计折

旧 1,565万元，所得税费用增加94万元，

少数股东损益及少数股东权益增加427万

元，归母净利润及归母所有者权益增加

1,0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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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变动方向 取得方式或处置方式 

山西华盛新能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增加 新设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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