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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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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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创环保 60317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飞 沈燕 

电话 0575-88556039 0575-88556039 

办公地址 浙江绍兴袍江新区三江路以南 浙江绍兴袍江新区三江路以南 

电子信箱 securities@zj-tuna.com securities@zj-tu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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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6,869,985.23 1,363,579,343.72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00,818,048.44 534,254,495.95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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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35,532.52 -60,725,465.14 -39.87 

营业收入 171,937,260.18 284,404,389.79 -3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336,985.99 -14,905,584.94 -12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7,188,748.54 -15,603,549.97 -138.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43 -2.86 减少3.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07 -1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07 -1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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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7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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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绍兴德能防火材料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4.38 89,650,000 0 质押 31,600,000 

香港融智集團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42 41,250,000 0 无 0 

永新县德创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63 9,350,000 0 无 0 

宁波杭科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08 8,250,000 0 无 0 

宁波和融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9 3,000,000 0 无 0 

荆爱莉 境内自然

人 

0.26 520,000 0 未知 /  

张文胜 境内自然

人 

0.24 486,500 0 未知 /  

高军 境内自然

人 

0.19 378,582 0 未知 /  

林慧英 境内自然

人 

0.17 333,500 0 未知 /  

盛陶 境内自然

人 

0.12 238,800 0 未知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德能防火、香港融智、德创投资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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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国内外经济均受到的了严重的冲击，此外海外形势

也急剧变化，公司国内外项目执行受防控政策、客户复工、出入境管制等多重因素限制，对业绩

造成较大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处于转型升级期，一方面国内火电超低排放市场萎缩，非电行业烟

气治理业务拓展缓慢，多重压力影响公司整体业绩；另一方面，公司海外版块虽业务拓展较为顺

利，取得不少订单，但受疫情影响，项目均出现执行滞后的情况；固废板块尚处于起步阶段，经

济效益尚未体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2 亿元，同比下降 39.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由去年同期的-1,490.57万元下降到-3,333.70万元，同比下降 123.65%。公司业绩出现阶段性亏

损，一方面因为营业收入下降：国内传统燃煤电厂市场萎缩、改造项目也减少，公司战略调整，

重点转战海外市场，使国内烟气治理业务订单减少、收入下降，尤其是烟气治理工程新增订单同

比下降 21,056万元，收入下降 5,741万元。公司海外版块虽已取得部分订单，但业务主要以印度

项目为主，现受到新冠疫情及两国局势影响，项目均延期执行，经济效益未能体现。另一方面，

公司回款较同期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客户复工延期，公司新项目交货期相应延迟；已执行项

目的款项因客户复工时间延迟而办理款项时间相应延后，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减少 11,677.25万元，信用减值损失增加 546.89万元。 

综上，公司报告期内业绩呈现转型过渡期的阶段性亏损。但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待

执行订单为 87,309.87 万元，其中海外待执行订单为 53,679.64万元，在手订单较为充裕。 



1、国内烟气治理业务 

2020年上半年，公司烟气治理产品销售金额和回款金额均有所下滑，一方面是因为火电超低

排放市场已接近饱和，销售的产品部分为旧设备到期更换，新建项目安装少。同时，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导致的复工延期、出入境限制等问题，也影响了公司正常生产及交货，交货数量减少导致

回款减少。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全球油价暴跌等影响，全球新造船市场低迷，对船舶配套设

施的需求也随之下降，上海子公司新承接船舶订单量小。工程方面，火电烟气治理工程业务正面

临超低排放市场萎缩、同质化竞争加剧的考验，加上疫情导致部分项目工期延迟和回款延后，相

应业绩受到一定的冲击；非电烟气治理工程业务市场竞争力因执行业绩相对较少而有所限制，取

得项目普遍存在规模偏小、质量水平不高等问题。公司在国内的烟气治理业务面临严峻的挑战。 

传统烟气治理业务的经营重心将逐步转移至海外，国内烟气治理市场的业务比重将有所下降，

但短期内公司仍将保留一部分国内业务以作为海外业务的后盾。 

2、 海外烟气治理业务 

当前国际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中美贸易战下，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公司海外市场业务面临复杂严峻形势。 

公司印度子公司的产品和服务逐渐被印度企业认知和熟悉，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报告期内

与当地企业新签十数个脱硫设备供货合同。但是受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双方

政治、经济关系紧张，致使现有项目执行环境进一步复杂化，多数项目无法按计划执行，经济效

益未能体现。台湾市场方面，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与台塑石化签订了台塑石化公用一厂

MP1—MP6机组&公用三厂HP1－HP5机组湿式静电除尘系统（WESP）项目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1,750

万美金（约 1.237 亿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047号公告：《关于签署日常经营合同

的公告》）,该项目正在执行阶段。 

报告期内，公司逐渐构建起以印度、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为核心，覆盖东南亚，辐射全球的

环保营销网络。虽然目前面临中美贸易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但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举措的出台，公司也将努力克服目前的不

利局面，凭借在国内获得的丰富经验和技术储备，以点带面、循序渐进地深入国际市场。 

3、 固废处理业务 

近年来，国家固废行业政策不断出台，固废市场红利持续释放。2020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审议通过，对工业固体废物产生者规定连带责任，并将工业固体

废物纳入排污许可制度管理，强调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的无害化要求。公司固废团队积极响应政策



号召，现阶段以小微企业危废收集储存中心建设、危废资源化利用、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污泥和

危废协同处置和垃圾焚烧等业务方向为主，正在积极进行市场布局和项目储备。报告期内，固废

业务还处于积极的市场开拓阶段，尚未形成相关收入。2020下半年公司将加大固废危废领域的资

金投入和技术研发投入，推进固废危废项目的落地实施。 

2020年 5月 6日，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绍兴市工业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提出，根据绍兴市工业固废的产生和利用处置现状分析，小微企业的危险废物收集处置率较低，

体系尚未完善。2020 年 6 月 20 日，公司被绍兴市生态环境局越城分局明确为越城区小微企业危

险废物集中收集试点工作实施单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025号公告：《关于被明确为绍兴市

越城区小微企业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试点工作实施单位的公告》），公司将采用精准化源头分类、高

效化便捷转运、集中化统一处置的运行模式，全力做好危险废物的收集、转运、存储、处置等工

作。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绍兴市越路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和浙江天弈环境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设立绍兴市越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027号公告：《关于合资公司完成注

册登记的公告》）。2020 年 7 月 24 日，公司与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宁波甬德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033号公告：《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

上述两家合资公司其经营范围主要包括固体废物治理、危险废物治理、土壤污染与治理修复服务、

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等。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固废危废治理领域政策的密集出台，长期有效的市场需求正在不

断形成，公司开展固废危废板块业务，旨在推动公司从单一烟气治理业务向综合环保产业转型升

级，对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综合竞争力及推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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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半年度报告第十节（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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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