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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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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原因 

声明 

公司负责人马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安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象艳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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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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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3,062,14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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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峰环境 股票代码 00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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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开明 王 妃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

7-8 号盈峰中心 23 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

7-8 号盈峰中心 23 层 

传真 0757-26330783 0757-26330783 

电话 0757-26335291 0757-26335291 

电子信箱 wangyf@infore.com wangyf@infor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发生了变更，增加了环卫装备及智慧环卫服务。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环卫装备、智慧

环卫服务、固废处置、监测及综合治理等四大板块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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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卫装备业务 

公司是全球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环卫装备企业。公司环卫装备业务涵盖智能环卫机器人、智能环卫车、清扫车、

洗扫车、高压清洗车、压缩式垃圾车、垃圾转运车、餐厨垃圾车、垃圾站设备、垃圾分类设备、市政园林设备、除冰雪设备、

渗滤液及污水处理设备等，约400个型号的产品。生产模式为多品种小批量的的柔性生产模式，销售模式为直销为主、经销

为辅。 

2018年，公司实现环卫装备销量约2.27万台，较上年同期增长约20%，高于行业17%的增速，也是国内唯一一家销量超

过两万台的企业。 

2、智慧环卫服务业务 

公司是国内环卫服务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公司智慧环卫服务业务涵盖城乡清扫保洁、垃圾收转运、垃圾分类、市政园林

等一体化服务，以及通过智慧环卫系统及大数据云平台对环卫服务所涉及的人员、车辆、设施、作业状况等实施全过程的管

理和监控，有利于提升环卫服务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服务质量、降低运营成本、保障环卫作业人员的人生安全等。经营

模式主要为PPP、BOT、承包运营、委托运营。  

根据“环境司南”环卫数据监测显示：2018年度，公司共计获取环卫运营服务项目的合同总金额为80亿元，同比增长

80.2%%，签约能力排名全国第四，较2017年度上升2个名次。 

3、固废处置业务 

公司固废处置业务主要涵盖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生活垃圾填埋、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固废循环产业园等业务。公司固

废循环产业园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核心，园内配置生活垃圾处置、危废处理、污泥处理、餐厨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建筑

垃圾处理、填埋场生态修复、渗滤液处理、飞灰处理等完整的生活垃圾及废弃物处理设施，各业务之间有机协同，一揽子解

决固废问题。经营模式主要为BOT、PPP。 

公司主导投资的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中心的仙桃和阜南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已打造成行业标杆，其中仙桃市循环经

济产业园项目成为仙桃市唯一获得湖北省工业类标准化试点项目，并获评为2018年湖北省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试点示范企

业。  

4、环境监测及综合治理业务 

公司环境监测业务主要涵盖烟气、空气质量、灰霾、水质、水利、土壤、扬尘等诸多领域的监测，为环境保护、水利水

务、智慧城市等提供“一站式”环境综合服务。经营模式以产品销售为主、运维服务为辅。 

公司环境综合治理主要涵盖大气治理、水环境综合治理、土壤修复等。经营模式主要为产品销售及服务PPP、BOT、EPC。  

行业情况具体分析见第四节“管理层分析与讨论-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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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3,044,761,115

.49 

4,898,388,995.

53 

8,885,748,337.

71 
46.81% 

3,407,198,360.

32 

3,407,198,360.

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28,577,765.32 352,656,553.59 566,123,432.27 64.02% 245,789,877.16 245,789,87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9,411,269.58 220,861,977.33 221,449,614.46 44.24% 118,625,510.56 118,625,510.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50,744,895.

07 

-591,521,906.1

5 
200,697,678.70 -673.37% 

-213,138,977.4

7 

-213,138,977.4

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2 0.35 17.14% 0.23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2 0.35 17.14% 0.23 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2% 10.00% 7.69% -0.07% 7.22% 7.2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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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4,461,293,934

.13 

8,146,649,028.

69 

24,169,973,446

.27 
1.21% 

6,027,568,376.

58 

6,027,568,376.

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471,811,680

.32 

4,336,169,579.

14 

12,086,652,607

.67 
19.73% 

3,332,202,658.

25 

3,332,202,65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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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5,557,972.31 3,268,516,888.38 3,158,701,670.66 4,031,984,58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172,556.50 243,983,635.18 201,002,382.61 340,419,19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346,443.57 34,986,424.84 46,190,057.99 199,888,343.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7,914,153.28 -589,665,119.63 -214,194,831.98 751,029,2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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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7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4,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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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峰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82% 359,609,756 0 质押 352,783,021 

Zara Green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9.39% 109,556,670 0 质押 109,556,670 

太海联股权投

资江阴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17% 72,056,601 0 质押 53,094,334 

何剑锋 境内自然人 5.44% 63,514,690 11,723,329 质押 62,952,175 

广东恒健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6% 36,825,951 0   

宁波太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6% 31,018,000 0   

江阴福奥特国

际贸易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6% 24,018,864 0 质押 17,698,110 

深圳市权策管

理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5% 12,210,505 0 冻结 12,2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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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洁 境内自然人 1.03% 12,000,000    

汇安基金－兴

业银行－平安

信托－平安财

富*创赢汇鸿定

增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89% 10,433,763 10,433,7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何剑锋先生，太海联股权投资江阴有限公司与江阴

福奥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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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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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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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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工器械制造 2,857,432,539.50 172,737,084.08 6.05% 4.35% -7.11% -0.74% 

通风装备制造 502,621,023.50 176,642,279.90 35.14% 19.84% 7.43% -4.06% 

环卫装备及服务 7,998,430,394.07 2,428,487,532.98 30.36% 100.66% 110.45% 1.41% 

环境监测及治理

业务 
1,660,813,677.73 477,868,567.46 28.77% -3.68% -18.33%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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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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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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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原因主

要系本期同一控制下合并中联环境影响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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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财政部陆续修订了部分企业会计准则，主要包括：《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 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2017} 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财会{2017} 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财会{2017} 14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新金融工具准则于2018

年1月1日生效，并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率

先施行；对于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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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佛山市盈领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设立 2018.01 [注1] 100.00 

嘉鱼县星舟水治理技术有限公司 设立 2018.02 3,770.01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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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县星舟水治理技术有限公司 设立 2018.03 3,857.75 65.00 

湖北省宇星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设立 2018.06 [注1] 100.00 

泌阳县丰和新能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 2018.07 [注1] 100.00 

通山县通大水治理技术有限公司 设立 2018.11 2,636.40 65.00 

大荔县中联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设立 2018.07 70.00 100.00 

洪江中峰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设立 2018.05 102.00 51.00 

长沙市橘洲中联环境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 2018.07 [注1] 100.00 

宁波盈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设立 2018.03 957.24 75.00 

沈阳中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2018.03 500.00 100.00 

娄底中联华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2018.02 206.55 51.00 

宁波盈峰贸易有限公司 设立 2018.02 500.00 100.00 

连平中联家宝环境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 2018.01 1,000.00 50.00[注2] 

宁远县中联环境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 2018.01 360.00 90.00[注2] 

长沙中联长高环境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 2018.10 [注1] 100.00 

眉山市彭山区中峰环境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 2018.12 100.00 100.00 

都昌县中峰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设立 2018.12 [注1] 90.00 

铜仁市碧江区中峰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设立 2018.09 4,859.10 90.00 

安龙宁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2018.09 652.00 85.50 

 

[注1]：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等公司尚未实缴出资。 

[注2]：根据2017年12月31日公司与中联重科公司签订的关于连平、宁远PPP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

约定，并遵循中联重科公司2017年5月21与盈峰控股公司、广州粤民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绿联君

和产业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弘创（深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

议》之精神，连平和宁远PPP项目公司自设立之日起由中联环境公司承继中联重科公司所持有的5%少数股权之

全部权利/权力。故此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已包含应自中联重科公司受让其持有的少数股权后的金额和比例。 

2.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元）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元) 

兰州宇星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注销 2018.04  -276,142.94 

宇星科技发展(大冶)有

限公司 

注销 2018.09  642,335.20 

鹿邑县绿色东方新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 

注销 2018.09  133.663.79 

沈阳中联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注销 2018.09 -13,100.00 -1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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