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544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2019-07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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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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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684,488.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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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环保 股票代码 00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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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玉民 张一帆 

办公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才高街 6 号东方鼎盛中心

A 座 10 层 

郑州市郑东新区才高街 6 号东方鼎盛中心

A 座 10 层 

传真 0371-55356772 0371-55356772 

电话 0371-55326616 0371-55326969 

电子信箱 zyhb@cpepgc.com zyhb@cpepg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也是全国国企改革“双百企业”之一。以“立足中原、走向世界”的市场战略，积极拓展业务领

域，通过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收购兼并等方式不断完善主营业务全产业链，致力于成为生态环境综合服务商。目前，公司

业务范围涵盖“大公用、大环保、大生态”等板块，特别是在污水处理、污泥处置、农村污水治理、中水利用、供排水一体化、

集中供热、固废处置、环保设备制造、新能源利用、市政建设、园林绿化及水环境综合治理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突出的

业绩。公司下辖22家水务公司（含生态环境治理PPP项目公司）、2家供热公司、1家垃圾分类处置公司、8家功能性合资公

司。除经营郑州市市区内的市政环保类业务外，公司还在开封、漯河、洛阳、商丘、南阳、驻马店等地以及河南省外地区，

设立了20多家分子公司及合资公司开展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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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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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027,015,100.34 976,302,141.02 5.19% 936,775,70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4,322,454.71 322,353,535.83 28.53% 297,500,18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3,305,730.86 287,550,785.74 8.96% 220,129,860.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1,040,481.47 354,781,411.43 -20.78% 237,942,875.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33 30.30% 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33 30.30%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7% 6.05% 1.42% 6.5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9,086,848,152.08 6,760,883,156.17 34.40% 6,203,327,11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785,944,139.64 5,470,999,734.33 5.76% 5,181,135,681.4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57,787,611.10 224,149,247.89 238,866,854.60 306,211,38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476,556.42 124,270,211.11 93,770,559.79 143,805,12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197,814.41 113,721,414.64 91,869,034.58 52,517,467.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412,086.92 150,287,723.08 -23,631,981.02 44,972,652.4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42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77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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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公用事业

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8.73% 669,855,147 453,034,204 质押 302,766,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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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0% 41,929,378    

郑州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3% 23,646,333    

申万菱信基金

－工商银行－

陕国投－陕国

投·新毅创赢定

向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40% 23,406,485    

安信基金－浦

东银行－华宝

信托－华宝－

银河 11 号集合

资金信托 

 0.43% 4,152,271    

孙雨萌 境内自然人 0.42% 4,124,010    

大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0.33% 3,231,200    

文能 境内自然人 0.32% 3,113,114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昂

鸣锡结构化一

期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0.31% 3,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

发中证环保产

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0.26% 2,524,3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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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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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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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一年来，围绕“大公用、大环保、大生态”，以“全面打造行业典范”为突破口，按照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总目标，公司

上下凝心聚力、深化改革、创新驱动，经营业绩实现历史性突破，技术研发硕果累累，体制机制不断创新，综合管理规范高

效，投资项目持续落地，对外展业优势凸显，重大事项如期实施，重点工程顺利推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队伍建设和谐稳

定，取得了优异的经营成果。 

（一）公司治理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业务需要和董事会工作安排，全年共筹备召开董事会会议12次，股

东大会会议2次。全年提交董事会审议43项议案，股东大会审议11项议案。 

（二）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开篇布局。2018年8月，经过层层选拔，公司从全国众多国企中脱颖而出，入选国务院国资委国企

改革“双百行动”综合试点企业，为公司全面市场化改革开启新篇章。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统一部署，聚焦“五突破，一加强”

目标任务，结合公司改革发展实际制定了“双百行动”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和工作台账，并上报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按照

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引入战略投资者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推动国企改革

系列措施的实施。 

（三）经营管理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1、污水处理业务再创新高。2018年，水务运营单位坚持创新驱动，立足生产实际，积极开展技术革新、技术攻关，以

创新为载体和抓手，提升运营效率，优化生产成本。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实现污水处理量质齐升，污水处理量刷新历

史记录，全年处理污水47923万吨，同比增加1622万吨，中水利用3203万吨。 

2、供热业务突破瓶颈，实现持续发展。2018年，供热运营积极探索，创新管理模式，加快工程建设，引入智能技术，

拓宽服务渠道，提升服务水平，实现供热业务持续发展。全年新增入网面积120万平方米，累计入网面积达到880万平方米；

新增供热面积84万平方米，累计供热面积达到470万平方米。 

3、技术研发硕果累累。公司与中原区政府、同济大学合作共建同济大学中原环保产业研究院，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和产业技术集成创新。公司瞄准先进技术，建设高水平科研创新平台，在污水深度处理、污泥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

重大突破，取得国内领先技术，中原环保特色技术核心竞争力逐步凸显。2018年，累计投入研发经费3668万元，组建研发团

队4支，专职兼职研发人员113人，累计申请专利45项，其中：马头岗水务8项软件著作权和5项专利、南三环水务5项专利、

鼎盛固废公司6项专利均已获得授权，这些专利技术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具有良好的市场应用前景。精确曝气技术先后中

标成都科技园区污水厂和商丘第二污水厂项目；自主研发的新型污泥调理剂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公司8家水务运营单位

已全面应用，并稳步拓展外部市场，已实现对外销售。 

4、工程建设实现规范管理和科学管控。2018年伴随公司业务发展和投资项目持续落地，大批工程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实行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模式，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科学监管，深入现场技术指导，督促检查工

程质量、安全和进度，对施工标段定岗定责、明确标准、严格奖惩、跟踪落实。 

5、信息化建设打牢基础。公司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做好公司信息化基础建设，

并推进信息化技术在生产和管理中运用。全年实施信息化项目9个，OA统一门户、物资扫码及移动终端、无纸化会议、云计

算平台及异云备份等项目上线运行。 

6、党建纪检工作取得新成效。公司党委切实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履行党建工作主体责任，把方向、管大局、

保落实。党建工作全面加强，坚持党的建设与企业发展同步谋划，坚持党的组织与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坚持党组织负责人、

党务工作人员与企业管理人员同步配备，坚持党的工作与生产经营中心工作同步开展，全面夯实基层党建工作基础，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 

（四）投资发展 

公司稳步实施“立足中原、走向世界”的市场战略，继续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公司在商丘、洛阳、南阳、驻马店等地及河

南省外地区落地一批收益稳定、规范性好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作为生态环境综合服务商，公司深耕新密、登封等

市场，推进产业集聚，打造区域发展，强化品牌效应，厚植发展优势。公司围绕“大公用、大环保、大生态”，全面拓展业务

领域，先后构建了八大功能公司，开展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市政环保施工、园林绿化、农村污水处理设备制造、污泥资源

化设备制造、新型污泥调理剂、光伏新能源、污水处理深度提标等业务，完善了公司的产业功能，实现全产业链经营。功能

公司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和自身机制优势，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模式创新为突破，产业发展和协同效应

初步显现。 

     2019年公司将继续抢抓机遇，围绕“大公用、大环保、大生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为总战略、总目标、总要求，按

照“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以生产经营为根本基础、以投资发展为根本抓手、以队伍建设为

根本支撑、以制度建设防范风险为根本保障”的经营管理理念，强化生产经营，高质量投资发展，深化技术研发，创新经营

管理，加强队伍建设，有效防范风险，全面打造行业典范，实现公司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污水处理 871,192,982.41 410,629,835.41 47.13% 5.90% 17.66% 4.71% 

供热销售 115,935,318.40 -4,653,137.37 -4.01% -7.95% -6.11% -0.0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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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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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

相关要求，公司自 2018 年起财务报表按照新的格式进行编制。公司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的列报产生影响，

不会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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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设子公司情况如下： 

与公司关系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间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子公司 中原晟启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新设 2018年5月14日 3,000,000.00 60.00% 

子公司 中原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 2018年4月18日 15,300,000.00 51.00% 

子公司 中原环保中水电十一局（方城）潘河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新设 2018年6月21日 43,377,000.00 76.50% 

子公司 中原环保（民权）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 2018年4月28日 71,120,000.00 50.50% 

子公司 中原环保宜阳碧水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18年5月31日 34,876,044.00 63.00% 

子公司 中原环保（内黄）靓丽生态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2018年8月1日 42,681,772.50 85.00% 

子公司 中原环保中水电十一局（方城）甘江河建设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新设 2018年6月4日 38,473,000.00 76.50% 

子公司 中原环保青联建设上蔡县生态综合治理有限公司 新设 2018年7月30日 153,570,500.00 90.00% 

子公司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 新设 2018年5月30日 1,000,000.00 100.00% 

子公司 巩义中原环保中水电十一局生态水系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 

新设 2018年10月10日 45,360,000.00 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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