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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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有关内容敬

请查阅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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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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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万德斯 688178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凯 程浩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乾德路57号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乾德路57号 

电话 025-84913518 025-84913518 

电子信箱 wondux@njwds.com wondux@njw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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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2,597,399.54 992,508,835.28 4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8,667,929.73 557,853,518.91 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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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12,768.08 -99,705,303.31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52,321,127.09 358,356,091.14 -2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823,380.14 55,179,733.83 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190,683.46 53,537,790.63 -58.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9 11.97 减少6.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0 0.87 -19.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0 0.87 -19.54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5.40 3.36 增加2.0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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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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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南京万德斯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92 24,584,139 24,584,139 24,584,139 无 0 

刘军                                                                                                                               
境内自然

人 
9.83 8,353,786 8,353,786 8,353,786 无 0 

江苏人才创新创业投

资二期基金（有限合

伙）                                                                                           

其他 6.57 5,587,692 5,587,692 5,587,692 无 0 



南京汇才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其他 5.20 4,419,993 4,419,993 4,419,993 无 0 

宫建瑞                                                                                                                             
境内自然

人 
4.21 3,580,194 3,580,194 3,580,194 无 0 

深圳市达晨创联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3.81 3,236,018 3,236,018 3,236,018 无 0 

南京合才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3.76 3,200,000 3,200,000 3,200,000 无 0 

天津仁爱盛玺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6 2,433,963 2,433,963 2,433,963 无 0 

江苏南通沿海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其他 2.56 2,174,545 2,174,545 2,174,545 无 0 

南京江宁开发区锋霖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88 1,593,710 1,593,710 1,593,71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刘军持有万德斯投资 70%股权；刘军担任万德斯投资

执行董事；刘军配偶杨丽红担任万德斯投资监事；刘军持有

汇才投资 30.67%合伙份额，并担任汇才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军持有合才企管 16.06%合伙份额，并担任合才企管执行事

务合伙人；万德斯投资与汇才投资、合才企管均由刘军实际

控制，为其一致行动人。 

2、宫建瑞持有万德斯投资 30%股权；宫建瑞配偶张慧颖

担任万德斯投资总经理；宫建瑞持有汇才投资 12.08%合伙份

额；宫建瑞持有合才企管 3%合伙份额。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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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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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全球经济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公司 2020

年上半年的生产经营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在疫情初步控制之后，公司本着“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

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的原则，积极与地方政府协商，在做好充分的防疫准备工作后全面复工。

面对困难，公司团队在董事会领导下积极部署防控措施，保障生产经营正常进行，保证员工健康

与生产安全，努力夯实主营业务，积极拓展市场，推进各项工作计划有效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232.11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9.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682.3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98%。公司业绩出现阶段性下降，主要系新冠肺炎

疫情爆发，各地复工复产时间推迟，对公司在执行项目的进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使得公司相

关项目的整体工期无法按预期实现，从而导致经济效益未能体现。在此期间，公司克服困难积极

应对，努力拓展业务，力争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一）充分发挥企业核心竞争优势，新中标项目金额超 9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依靠国家政策对环保产业的良性刺激和自身的核心优势，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新中标订单合计 94,339.31 万元：环境整体解决方案业务新中标订单合计 80,837.27 万元，其

中高难度废水处理业务 36,176.91 万元，垃圾污染削减业务 36,041.83 万元，垃圾污染修复业务

8,618.53 万元；环保运营以及其他业务新中标订单合计 13,502.05 万元。 

（二）加强研发创新，推动公司技术迭代升级 

作为环保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以研发创新为驱动，不断进行技术积累、持续科研创新，并取

得了一定成果。报告期内，公司共获授权专利 7 项，其中 2 项发明专利，5 项实用新型专利，以

及软件著作权 7 件。 

报告期内，公司在投研发项目共计 15 项。在研项目中既包括主营业务所涉及技术环节的难点

攻克，也包括行业新技术的产业化方向探索。是公司研发力量服务于当前，服务于未来的双重要

求的体现。 

公司的研发团队是保持公司技术创新能力的保障。人才是实现公司战略的核心，报告期内，

公司研发团队不断扩充，人数较上年末增加 31.82%。公司坚持吸引人才、挖掘人才、培养人才，

从而增强公司核心技术团队力量，保证公司的快速增长。公司通过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启动“新

星计划”，帮助新生队伍快速成长，同时加强关键部门核心岗位培训，做好人才梯队建设。 

（三）持续加强公司治理，提升产品及服务质量  

2020 年，公司继续推动创新，细化管理工作，有效提高职能管理部门以及公司管理水平。公

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各项管理工作，认真学习监管部门的监管文件，不断完善公

司治理和信息披露体系，不断提升综合治理水平。 

在公司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和管理能力建设，围绕创新能力、市

场开拓、人才培养、品牌建设、运营管控等方面开展能力提升建设，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完善

与丰富技术研发体系、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打造一流企业品牌等。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提升项目

成本管理能力，支撑经营目标实现，提升项目及运营管理水平，提升产品及服务质量，提升项目



链整体控制和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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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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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

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

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 2020 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

可比期间数据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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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