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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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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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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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峰环境 60182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阳正文 朱用 

电话 023-88056827 023-88056827 

办公地址 重庆市大渡口区建桥工业园建

桥大道3号 

重庆市大渡口区建桥工业园建

桥大道3号 

电子信箱 zqb@cseg.cn zqb@cse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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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8,286,634,911.26 14,490,723,311.91 2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7,380,845,037.19 4,547,613,128.34 62.3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9,086,566.01 138,124,181.97 -164.50 

营业收入 2,377,075,190.29 2,003,958,692.38 1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38,188,632.18 264,900,033.28 2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31,203,794.30 258,993,210.88 27.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59 6.44 增加0.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20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2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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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81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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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3.86 736,099,000 736,099,000 无 

  

中信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2.08 202,761,000 202,761,000 无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8.49 142,428,000 142,428,000 无 

  

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06 101,725,000 101,725,000 无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3.64 61,035,000 61,035,000 无 

  

西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42 40,690,000 40,690,000 无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61 10,179,000 10,179,000 无 

  

杭州汉石投资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0.30 5,083,000 5,083,000 无 

  

王卓锋 境内自

然人 
0.05 900,000 0 未知 

  

黄喜通 境内自

然人 
0.05 836,2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是重庆市水务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述股东中，重庆德润

环境有限公司是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重庆市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西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重庆市

国资委。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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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内国际经济下滑、行业政策调整、环保监管力度加大

等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公司保持定力积极应对，苦练内功稳健发展，加快复工抢抓工期，强化

运营开拓创新，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效。2020年 1-6月，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23.77 亿元，同比

增长 18.62%，实现归母净利润 3.38亿元，同比增长 27.67%；截至 6月底，公司总资产达到 182.87

亿元，较上期末增长 26.20%。公司上半年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营管理良好 

汕尾项目（二期）于报告期内正式建成投产。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投运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19个（不含参股项目），分布于四川、广东、重庆、新疆等 1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公司依托

生产管控一体化信息系统，通过科学化、流程化、标准化的管理方式，实现了各项目持续稳定高

效运行。报告期内各投运项目合计完成垃圾处理量 415.81 万吨，同比增长 13.11%；发电量 15.24

亿度，同比增长 12.8%；实现上网电量 13.43亿度，同比增长 13.22%；平均自用电率为 11.99%，

同比下降 0.45个百分点。 

（二）市场拓展取得较好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中标重庆合川和山西吕梁 2个垃圾焚烧发电 PPP项目，新增处理规模 2000



吨/日。在 EPC建造业务方面，子公司三峰卡万塔与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合作方组成的联

合体成功中标澳门垃圾焚化中心第三期扩建工程 EPC 项目，中标金额 25.67亿澳门币。在核心设

备研发制造业务方面，报告期内三峰卡万塔新取得辽宁营口、河北邯郸等垃圾焚烧设备供货项目

12个，三峰科技新取得四川广元、山西运城等垃圾渗滤液膜处理系统设备供货项目 6个。截至报

告期末，公司已投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45个，设计垃圾处理能力 50950吨/日（含参股项目），公

司已在全球 194 个垃圾焚烧项目共有 325 条焚烧线的核心设备及部件和技术应用业绩（含已签约

项目），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三）在建及筹建项目平稳推进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及筹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共 20 个（不含参股项目）。公司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抢抓工期，基本按照计划推进各项目建设和筹建工作。其中，汕尾项目（二

期）于报告期内正式运行，东营项目（二期）已进入试运行阶段，洛碛项目、赤峰项目（一期）、

鞍山项目、浦江项目等在建项目施工进展正常，綦江项目、西昌项目（二期）、会东项目等筹建项

目按计划推进各项前期工作。 

（四）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公司重点开展了“垃圾焚烧发电近零排放烟气处理技术研究项目”、“炉排炉尾部烟气再循环

的低氮燃烧技术研究项目”等多个科研项目的技术攻关，并申请发明专利 3 项。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累计取得发明专利 24项、实用新型专利 48项。同时，公司根据住建部委托，牵头修订了《生

活垃圾焚烧炉及余热锅炉》国家标准，并按照生态环境部要求编写了《“无废城市”建设背景下生

活垃圾清洁焚烧技术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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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 2020 年 01 月 01 日起执行 2017 年 7 月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

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根据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不

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将调整减少存货、预收款项、未分配利润，调整增加

合同资产、合同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将调整减少预收款项，调整增加合同

负债。具体影响金额详见第十节 五、44.（3）2020 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

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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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