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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64                           证券简称：鹏鹞环保                           公告编号：2020-101 

鹏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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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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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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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鹞环保 股票代码 30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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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淑芬 朱耘志 

办公地址 宜兴市高塍镇工业集中区赛特大道 25 号 宜兴市高塍镇工业集中区赛特大道 25 号 

电话 0510－88560335 0510－88560335 

电子信箱 dsb@penyao.com.cn dsb@penyao.com.cn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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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84,051,557.95 675,316,877.98 675,316,877.98 1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2,935,450.31 120,686,812.48 120,686,812.48 2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151,877,325.26 109,427,820.23 109,427,820.23 3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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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449,798.31 -217,370,064.96 -217,370,064.96 80.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不含

BOT(TOT)、BT 项目投资支付的现金） 
100,360,214.73 -111,847,641.03 -111,847,641.03 189.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39 0.2514 0.1693 26.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39 0.2514 0.1693 26.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8% 3.91% 3.91% 0.7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244,427,138.11 6,243,501,463.15 6,243,501,463.15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43,866,040.15 3,321,100,281.72 3,321,100,281.72 -2.3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3,50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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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兴鹏鹞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72%（注 1） 216,702,150 216,702,150 质押 144,710,000 

华泰紫金（江苏）

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0% 33,524,850    

储辉 境内自然人 2.25% 16,436,350    

宦萍 境内自然人 2.07% 15,125,250    

马燕峰 境内自然人 1.97% 14,400,750    

芮亚彬 境内自然人 1.97% 14,399,850    

鹏鹞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7% 14,331,800    

蒋海华 境内自然人 1.91% 13,939,050    

王勤芳 境内自然人 1.80% 13,131,822    

唐熙民 境内自然人 1.78% 12,997,3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董事长王洪春对公司第一大股东宜兴鹏鹞投资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80%，公司董

事王春林对宜兴鹏鹞投资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20%。股东宜兴鹏鹞投资有限公司、华

泰紫金（江苏）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储辉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

行动人。公司未知宦萍、马燕峰、芮亚彬、蒋海华、王勤芳、唐熙民与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宦萍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1,550,750 股，又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74,500 股，合计持有 15,125,250 股。股东马燕峰通过金元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400,750 股。 

注 1 
报告期末，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的已回股股份后，宜兴鹏鹞投资有限公司占公司持股比

例为 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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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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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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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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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8,405.1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0,873.47 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293.5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6.72%，主要系公司投资运营业务中污水处理项目的投运及水价的调整、污泥处理项目处置量的增

加以及收回部分应收账款等因素所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187.7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8.79%。2020 年 6 月末净资产为 350,938.02 万元，较上年末减少 1.81%，主要系报告期内实施公司股份回购方案所致；总

资产 624,442.71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0.01%。 

2020 半年度公司投资运营业务收入 29,230.61 万元，较上年增加 4,345.68 万元；工程承包业务收入 32,478.89 万元，

较上年减少 2,085.12 万元；设备产销业务收入 7,678.01 万元，较上年增加 858.65 万元。 

2020 半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80.01%，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收到款项较同期增加所致。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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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子公司亳州鹏鹞马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河北鹏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鹏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淮南

鹏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京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长春市鹏鹞奥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泗阳鹏鹞兴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鹏鹞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哈尔滨鹏鹞水务有限公司、云南鹏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设立，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江苏

晨洁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非全资子公司宜兴鹏鹞马盛环境资源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完成工商注销，



鹏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全资子公司宜兴升润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0 月完成工商注销。非全资子公司江阴市鹏鹞联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

子公司江西鹏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年 7 月完成工商注销。2019 年 11 月转让孙公司泗县鹏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

权。 

2020 年，子公司鹏鹞（江苏）资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孙公司福州鹏鹞环保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宜兴鹏鹞

阳光环保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月被公司全资子公司宜兴泉溪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同时完成工商注销。非全资子公

司新疆鹏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新疆鹏鹞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 2020年 5 月完成工商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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