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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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聂毅涛 因公出差 赵新炎 

董事 陈来红 因公出差 张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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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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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达环保 600292 九龙电力、中电远达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武生 凌娟 

电话 023-65933055 023-65933055 

办公地址 重庆市两江新区黄环北路10号

1栋 

重庆市两江新区黄环北路10号

1栋 

电子信箱 ydhb_dm@spic.com.cn lingjuan@spi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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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3,210,804.62 8,873,421,444.55 8,864,434,109.02 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931,623,423.44 4,933,831,650.62 4,927,091,148.97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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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902,527.34 -24,234,899.83 -24,234,899.83   

营业收入 1,891,894,572.04 1,489,723,731.64 1,489,723,731.64 2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6,675,628.71 38,190,569.02 38,132,883.58 -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3,388,800.45 33,971,112.50 33,913,427.06 -1.7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74 0.78 0.78 减少0.04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05 0.0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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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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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43.74 341,533,307 0 无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8.58 66,982,819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24 9,701,954 0 未知   

谢慧明 未知 0.53 4,122,199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0.36 2,795,800 0 未知   

刘国平 未知 0.29 2,293,057 0 未知   

董灿 未知 0.29 2,262,593 0 未知   

张科 未知 0.29 2,258,800 0 未知   

张林东 未知 0.27 2,140,000 0 未知   

严富强 未知 0.24 1,897,30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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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各业务领域市场拓展取得一定成绩。在大气治理市场，公司继续推进在非

电烟气治理领域的拓展,从铝业、钢铁向化工、垃圾焚烧领域延伸，非电环保订单 6.76 亿元，占

比超过烟气治理工程订单的 61%,中标了上海固废处置中心烟气项目、魏桥汇宏新材料烟气项目和

山东京博石油化工烟气净化项目等；海外市场在印度区域中标鼓达（Godda）电厂 2×800MW 环保

工程项目。土壤修复方面，公司继续承担内蒙古南/北矿、扎哈淖尔煤矿排土场复垦项目的修复工

作；中标并按期完成了重庆川东化工厂磷污染土壤修复项目，已通过国家环保督察组验收。在水

务业务领域，中标华能海口电厂废水处理系统改造项目；中标上海奉贤柘林、上海崇明中车等项

目的设备供货, 在国产化分散式污水治理设备取得突破；上海崇明分散式污水处理示范项目出水

水质稳定达到国家一级 A 标，已投运站点 29 个，被 E20 环境平台评为“2019 年度村镇污水处理

优秀案例”。  

报告期内，受环保工程、除尘器销售等业务板块产值上升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92 亿

元，同比上涨 27.00%；利润总额 0.65亿元，同比上涨 1.56%，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1.环保工程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环保工程公司完成 10个项目 20 台套脱硫/脱硝/除尘装置 168小时试运，其中脱

硫 10台套、脱硝 5台套、除尘 5台套，实现营业收入 7.71亿元，同比上升 12.22%；受工程毛利

率下降影响，实现利润总额 47.39万元，同比下降 98.21%。 

2.特许经营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受部分地区火电发电利用小时数下滑影响，公司特许经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8.37

亿元，同比下降 2.22%；实现利润总额 1.16亿元，同比下降 7.94%。  

3.脱硝催化剂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脱硝催化剂销量持续向好，完成脱硝催化剂销售量 10144 立方米（包括再生催化

剂），同比增长 33.91%；实现营业收入 1.14亿元，同比增长 32.16%；利润总额 82.80万元，同比

实现扭亏为盈。 

下半年，公司将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高质量发展主题，努力实现经营业务的平稳增长。一是

加大力度，抓实项目落地。环保工程方面，进一步巩固电厂烟气治理市场，拓展非电及海外烟气

业务，提升工程建设及专业化服务能力。水处理方面，争取电站废水零排放和非电水系统全方位

服务业务，按期优质完成上海崇明农污及流域治理项目，提升工艺设计及项目管理能力；推进上

海奉贤区、重庆市南岸区等分散式污水和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特许经营方面，按期建成务川氧化

铝脱硫岛、盘县超低排放特许经营项目，尽快形成产能。土壤修复方面，按期完成南、北矿和扎

矿生态治理项目。二是强化市场营销能力。坚持“市场导向、客户至上”，以市场营销为龙头，引

领指导生产经营。继续推行“精简高效、统一运作”的集约化营销模式，强化公司系统协同营销。

对于非电烟气、水环境治理、土壤修复等新业务领域，聚焦优质项目开发。三是强化科技创新能



力，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充分发挥公司技术委员会作用，强化科研项目立项管理及考核激励机

制；拟定分层级科研项目规划，加大成果转化，重点聚焦公司产业发展需求，年内实现非电烟气

治理、废水零排放、分散式农污治理等方面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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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会计估计变更 

随着当前新能源发电技术不断进步，光伏发电设备质量及运行维护水平稳步提高，寿命较以

往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从行业来看，公司光伏发电设备折旧年限与其他同类型业务企业相比趋于

保守，适当延长折旧年限将有利于行业对标，合理调整折旧年限更能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公司光伏发电设备折旧年限由 15年变更为 20 年，预计本年度

将减少固定资产折旧额约 120万元，增加利润总额约 120万元。 

2. 会计政策变更 

基于目前房地产市场较公开透明，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具备将投资性房地产按照公

允价值计量的条件。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核算模式由“成本法”变更为“公

允价值计量”。变更后，追溯调整期初数据及同期数据情况如下：1、投资性房地产（本期初金额

19,228.47元，本期初重述金额 9,006,564.00元）；2、递延所得税负债（本期初金额 4,382,591.83

元，本期初重述金额 6,629,425.71 元）；3、盈余公积（本期初金额 175,365,054.47 元，本期初

重述金额 176,039,104.64元）；4、未分配利润（本期初金额 965,405,926.2元，本期初重述金额

971,472,377.68 元）；5、营业成本（上年同期金额 1,206,749,016.87 元，上年同期重述金额

1,206,691,331.4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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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