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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5                            证券简称：环能科技                            公告编号：2019-030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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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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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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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最新总股本 676,652,83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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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能科技 股票代码 3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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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哲晓 贾静 

办公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3 号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3 号 

传真 02885001655 02885001655 

电话 02885001659 02885001659 

电子信箱 wzx@scimee.com jiaj@scime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以磁分离水体净化技术起步，同时结合生化处理技术、生物-生态水体修复技术等多种污水处理领域其他适用技术，

为客户提供污水处理技术产品、运营服务、工程总包服务及整体解决方案。目前公司已形成以西南管理中心、华北管理中心、

华东管理中心、华南管理中心、华中管理中心、绿色工业管理中心为核心的全国性市场布局。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及经营范围 

1、工业水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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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早期聚焦于冶金领域，以磁分离水体净化技术为依托，通过为客户提供污水处理技术产品、工程总包、运营服务

等为工业领域客户提供复杂工业环境下的整体解决方案。磁分离水体净化技术主要通过永磁材料的强磁力实现对水体中污染

物的吸附分离、打捞净化，具有处理效率高、吨水处理成本低的显著优势。后逐步延伸到煤矿矿井水处理、石材废水等需要

进行大量悬浮物去除的水体净化工业领域。近年来完成了河北纵横丰南钢铁浊环水工程总包、陕煤化红柳林煤矿矿井废水净

化处理、湖北麻城石材工业园项目等综合项目。 

2、市政及流域水环境治理 

上市以来，公司先后收购了道源环境及四通环境布局市政及流域污水处理业务。一方面利用道源环境在工程投资咨询

及设计方面的经验，为公司提供技术咨询及设计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整合四通环境在市政污水处理投资运营和污水处理工程

方面的丰富项目经验和市场品牌，延伸水环境治理产业链，目前已形成在市政及流域污水处理领域涵盖前期咨询设计、专业

设备生产销售、生产安装、技术应用、工程总包及运营管理的综合服务体系。同时公司加强自主技术创新，以磁分离水体净

化技术延伸，结合生化处理技术、生物-生态水体修复技术等污水处理领域其他适用技术，为客户提供更为丰富的解决方案。

积累了北京平谷泃河河道治理、浙江余杭水务乔司泵前弥补产能项目、浙江温西污水处理厂25万吨提标改造项目、庐山西海

农村连片整治、武汉黄孝河高品质控源截污项目等经典案例。 

3、离心机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015年，公司成功并购江苏华大，业务领域进一步拓展。江苏华大主营业务为离心机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聚焦

工业过程控制。产品应用范围涵盖了制药、化工、采矿、食品、制盐等多种领域，是国内离心机制造企业中应用行业覆盖面

广、产品种类较为齐全的企业之一。其生产的离心机主要为定制产品，从客户对分离的工艺和要求出发，致力于设计完整、

有效的过滤与分离技术整体解决方案，从技术支持、售前咨询、产品选型、生产制造、安装指导、系统调试、软件升级、修

理维护及工艺优化等各个环节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二）公司的主要业务模式 

1、技术产品生产和销售 

技术产品生产和销售主要是指公司通过生产、销售技术产品装备以及相关备品备件获取利润的业务模式。 

2、环境服务项目主要包含以下模式： 

（1）BOT业务模式 

BOT业务模式是指公司与政府授权方签订《特许经营协议》，按照协议要求负责水处理项目的融资、建设及运营维护，

特许经营期结束后，将项目无偿地移交给政府。 

（2）托管运营业务模式 

托管运营业务模式一般是公司与政府授权方签订《托管运营协议》，接受政府授权方委托，在一定运营期限内，为已

建成的污水处理厂提供运营管理服务。 

（3）PPP业务模式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又称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

在该模式下，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4）EPC业务模式 

EPC业务模式一般是公司与业主签订相应的总承包合同，明确承包范围、工期、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质量标准、质

保期等主要条款。根据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选择合格分包商及设备供货商并组织自产设备生产供货，工程施工及设备安装调

试过程中由公司负责质量管理、工期管理及安全管理。 

（5）合同环境服务模式 

合同环境服务模式是指公司与业主签订相应的合同环境服务合同，依据合同约定，由公司为业主方提供水处理服务并

根据处理水量收取相应服务费用。 

（三）行业趋势与公司地位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相继出台了《排污许可管理办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等一系列环保相关法律、政策。国家政策鼓励环

境服务业发展，加强环境污染治理的力度，加大环保投入，促进环境服务业向专业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 

    公司是目前国内率先将磁分离水体净化技术和设备成功应用于水环境治理领域的企业。公司以磁分离技术为核心，结合

生化处理技术、生物-生态水体修复技术等污水处理领域其他适用技术对冶金、煤炭、市政等多个领域进行拓展，由此在报

告期内，公司订单量、营业收入及利润均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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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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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185,755,424.97 811,195,135.40 46.17% 488,013,68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357,026.79 92,411,313.88 48.64% 69,533,77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3,463,599.62 97,374,074.47 37.06% 61,691,252.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513,621.83 54,262,100.61 -248.38% 61,560,643.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80 0.1400 48.57% 0.11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78 0.1385 50.04% 0.11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3% 6.45% 2.68% 6.3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3,261,528,488.20 2,609,771,239.21 24.97% 2,092,685,37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57,745,461.74 1,473,592,828.68 5.71% 1,397,454,6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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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344,506.46 299,664,449.73 168,957,725.99 576,788,74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33,270.60 57,560,923.76 18,274,690.13 50,288,14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70,803.35 57,601,101.60 17,911,371.35 47,180,323.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672,877.44 -10,532,786.91 -49,161,424.95 68,853,4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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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9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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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环能德美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64% 275,158,003 0 

质押 68,808,475 

冻结 23,356,492 

倪明君 境内自然人 2.54% 17,220,967 12,915,726 质押 17,220,967 

广东宝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9% 16,202,458 0   

任兴林 境内自然人 1.73% 11,730,905 0 质押 9,184,445 

周勉 境内自然人 1.73% 11,730,903 0   

汤志钢 境内自然人 1.63% 11,018,838 0   

冀延松 境内自然人 1.40% 9,462,2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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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喻萍 境内自然人 1.16% 7,820,602 0 质押 7,820,602 

施耿明 境内自然人 1.13% 7,640,543 3,820,271   

李华 境内自然人 1.10% 7,467,058 7,467,05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倪明亮、李世富分别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成都环能德美投资有限公司 90.20%、9.80%的股权

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李喻萍为李世富之女，任兴林为倪明君的配偶，倪明亮为倪明君的

胞弟。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暂无法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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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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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018年10月16日，环能德美投资、倪明亮先生与中建启明签署了《成都环能德美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中建启明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及倪明亮关于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根据协议，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中建启明将成为公司控

股股东。2019年1月4日，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登记过户完成。中建启明持有公司股份 182,809,17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

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环能德美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92,348,83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4%，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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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节能环保服务业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综合治理，工业环保提标升级等工作，带动了黑臭水体、海绵城

市、绿色工业等以环保效果为导向的治理需求持续释放。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安全发展、奋斗幸福”的工作方针，扎实开展

各项工作，公司发展趋势继续保持健康良好状态，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实现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度经营计划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公司持续以客户真实需求为中心，不断创新丰富供给侧技术产品序

列和优化发展工艺技术路径，加强解决方案能力和快速响应能力，创建奋斗的幸福企业，积极满足用户需要，各项业务拓展

势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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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安全意识，落实安全生产经营 

2018年，公司把安全作为一切生产经营工作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公司和各分、子公司持续强化安全意识，在原有的安全

体系基础上，健全完善安全制度、细化制订安全标准、严格落实安全措施、切实开展安全督查、不断跟进安全整改。公司全

体领导、员工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真正将安全生产经营工作下沉到作业单位、部门、项目、班组、员工各个层级。2018

年，公司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率为零，未出现任何员工重伤死亡情况。 

（二）市场开拓 

报告期，公司紧紧抓住发展机遇，以西南管理中心、华北管理中心、华东管理中心、华南管理中心、华中管理中心、绿

色工业管理中心为核心进行全国性市场布局，积极开拓全国市场，持续深耕水环境治理、市政污水处理、工业污水处理等水

环境综合治理市场，完成了包括浙江余杭水务乔司泵前弥补产能项目、武汉黄孝河高品质控源截污项目等重点项目建设。 

（三）技术研发 

公司技术团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研发流程梳理+研发平台构建+协同创新机制完善”，提升研发效率、加快产出速

度。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专利24件，新增磁生化、磁沉淀、生物滤池、孔板格栅等技术产品，整合编制了黑臭水体与流域水

环境治理、农村污水处理、海绵城市建设、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等业务领域的解决方案体系，为公司拓展市场提供了有力保

障。 

（四）管理能力建设 

为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报告期公司导入了阿米巴经营管理模式，创建了具有特色的经营（管理）会计核算体系和经营

分析会议制度。公司持续探索培养经营者人才，强化全员参与经营意识，推进自主管理，完善责、权、利有机结合的经营管

理机制。在确保管控有效的前提下，建立和提升各单位经营管理能力，结合预算管理，助力各单位及时掌握经营数据，分析

总结经营问题，以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报告期，公司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岗尽其职、人尽其责”为导向细化明确各职能部门的分工和岗位设置，

并通过制订合理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活力和创造力。2018年公司还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工作，向62

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180.4万股，充分把员工个人利益与公司价值联系在一起，公司内部管理水平稳步提升。 

（五）应收账款管理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公司应收账款规模逐年扩大，公司在期末按照账龄分析法对应收账款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

备。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管理工作，将应收账款和老旧欠款的催收完成情况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强化目标责任意识。

对欠款周期较长的客户，加大催款力度，丰富催款方式，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全力开展催收工作。在对应收款项加强催收的同

时，从把控合同方信用和强化执行的角度，双管齐下地做好应收账款管理工作。 

（六）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8,575.54万元，同比增长46.17%；营业成本69,703.91万元，同比增长48.58%；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735.70万元，同比增长48.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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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处理成套设备

及配套 
402,417,142.95 190,142,100.04 47.25% 29.91% 28.58% -0.49% 

运营服务 345,097,809.01 130,136,383.78 37.71% 104.15% 113.61% 1.67% 

离心机及配套 284,514,563.25 103,108,077.72 36.24% 34.61% 28.72%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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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18,575.54万元，同比增长46.17%,营业成本69,703.91万元，同比增长48.58%；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13,735.70万元，同比增长48.64%。主要由于：1）公司各项业务稳步开展，营业收入稳步增长；2）2018年公司在巩

固现有市场份额的同时积极拓展新领域、新市场，公司业绩获得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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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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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将“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

清理”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将“工程物资”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项目，将“专项应付款”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在利润表中，增设“研发费用”项目列报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

的费用化支出，“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公司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数据。该会计政策变更

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2、合并范围内各公司之间的内部往来不计提坏账准备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采用未来适用法。该政策变更对合并报表项

目不产生影响（内部计提坏账在合并报表环节已进行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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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四川善建和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收购 对公司生产经营及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 

青岛环能沧海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新设 对公司生产经营及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 

成都四通众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对公司生产经营及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 

苏州瑞维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对公司生产经营及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 

1、成都四通众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准成立于2018年3月28日，领取91510107MA6CC92E65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1,500万元；注册地：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二路8号1幢5层1-0-1；法定代表人：李华。截至2018

年12月31日合计收到四川四通欧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缴纳的注册资本金0.00万元。成都四通众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3

月开始纳入合并范围。 

2、原子公司苏州瑞维液压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29日完成清算注销，于2018年9月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3、2018年1月29日，本公司与罗于良、秦真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罗于良、秦真真将其合计持有的四川善建

和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曾用名：四川悦凯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作价1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本公司，转让完成后，

四川善建和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8年2月8日，四川悦凯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收购后公司名称

变更为四川善建和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备案登记；并于2018年03月01完成所有资料移

交手续并实施控制。四川善建和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3月开始纳入合并范围。 

4、2018年2月12日，PPP项目公司青岛环能沧海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7,500万元人民币，环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70.99%，认缴出资额5,324.25万元，于2018年02月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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