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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03                             证券简称：*ST 北能                             公告编号：2021-024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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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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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北能 股票代码 0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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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玉飞 潘茜 

办公地址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潆华南路一段九号

仁和广场写字楼 1204 号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潆华南路一段九号

仁和广场写字楼 1204 号 

传真 0817-2619999 0817－2619999 

电话 0817-2619999 0817－2619999 

电子信箱 scjymy@vip.sina.com scjymy@vip.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城乡有机废物的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高值利用及城市清洁供暖业务、电锅炉成套系统

集成设备与D-POWER工业物联网平台软件的销售，实现了 “环保+能源”双领域的产业转型与战略布局。 

城乡有机废物的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高值利用，项目经营模式包括BOT和B00模式，在政府特许经营授权下，对城市

餐厨废弃物进行统一收集和无害化处理，政府支付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费用。在无害化处理的同时，将餐厨废油脂提取加

工成生物柴油或工业用油脂；将餐厨废弃物中生物质经厌氧发酵后产生的沼气用于发电或作为燃料。根据《关于在全国地级

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内容，厨余垃圾的处置能力缺口较大，预计投资规模将超650亿元，至2025

年厨余垃圾投资市场超千亿，因此城乡有机废物的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高值利用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公司的城乡有机废物

的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高值利用将进一步提升。 

城市清洁供暖业务主要是新城热力通过与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签署的《供热经营框架协议》公司取得北京城市副中

心部分区域的供热经营权，期限至2037年8月15日。新城热力主要利用供热管网将采购的来自三河热电厂的热源输送至终端

用户，为用户提供供热服务，向用户收取取暖费。同时，新城热力利用已建设的供热管网，为居民小区、非居民用户等提供

供热管网接入服务。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等10部委发布《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 年)》，对北方地区涵盖

“2+26”城市供暖总体方案做出了具体安排，明确生物质供暖、燃煤清洁集中供暖等作为主流技术方案发布实施，到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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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清洁燃煤供暖面积达到110亿平方米，复合增速达26%。发展清洁集中供暖、拆小上大、提高供热效率将是行业未来发展

的主要趋势。 

公司报告期内合同能源管理业务主要产品为公司提供高压电极锅炉成套系统集成设备及配套D-POWER工业物联网平

台软件用于吉林白城电厂、山西河坡电厂电锅炉调峰改造合同能源管理辅助服务项目（以下简称“白城项目”、“河坡项目”）。 

近年来，随着大量新增新能源机组的并网，电网负荷调峰需求也将持续扩大，为解决新能源消纳问题，我国政府积极推进火

电灵活调峰改造，调峰改造相关合同能源管理市场有较广阔的市场空间，运用高压电极锅炉蓄热技术实现电力调峰储能已得

到相关热电企业的普遍认可，市场呈快速增长态势。通过电蓄热调峰，使发电企业的供热机组完全实现热电解耦，电厂在保

证热负荷的前提下可以把电能转化为热能，储存起来，在其他时段再作为热能供给热网，实现了热电解耦及电能的储存与转

换，在冬季采暖期既能进行深度调峰又能满足采暖供热需求，给发电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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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46,881,592.21 23,529,152.29 23,529,152.29 1,374.26% 491,244,712.92 491,244,71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5,131,957.00 -192,697,168.69 -171,934,370.81 124.95% 8,139,657.13 8,139,65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1,528,527.55 -186,359,367.88 -187,561,537.22 106.15% -197,094,689.48 -197,094,689.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9,595,178.01 45,311,287.51 45,311,287.51 -319.80% 97,918,083.58 97,918,083.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1.5086 -1.35 120.70% 0.06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1.5086 -1.35 120.70% 0.06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85% -2,061.88% -1,839.72% 101.30% 9.89% 9.89%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815,558,671.25 385,774,960.90 384,055,385.90 372.73% 1,316,028,790.82 1,316,028,79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98,412,616.15 -110,767,672.83 -91,819,142.60 751.73% 86,395,697.50 86,395,697.5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0.00 33,190,849.89 68,151,636.41 245,539,10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77,185.52 17,309,055.51 -226,288.52 42,726,37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712,965.64 -2,206,125.56 -1,072,870.21 29,520,4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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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48,393.10 -18,676,538.14 30,397,470.30 -88,667,717.0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89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3,89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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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控光伏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7% 24,585,283 16,822,429   

北京联优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69% 24,257,289    

南充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8.12% 15,508,455    

西藏禹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禹泽红牛壹号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其他 5.38% 10,280,373 10,280,373   

西藏瑞东财富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瑞东梧桐一号投资基

金 

其他 4.74% 9,063,615    

福州北控禹阳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7% 7,786,541    

甘海南 境内自然人 3.89% 7,434,167 7,434,167   

北京柘量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3,830,000    

天津北清电力智慧能源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7% 3,760,200    

天津富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4% 3,716,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017 年 11 月 7 日北控清洁能源集团（通过下属公司北控光伏、北清电力、

天津富欢、天津富驿、天津富华持有公司股份）与南充国投签署的《上市

公司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到期。双方经友好协商，

决定《上市公司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双方一致行动关

系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终止。公司已知北控光伏、北清电力、天津富驿、

天津富桦、天津富欢为一致行动人；北控禹阳、西藏禹泽是北控光伏控制

的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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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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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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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通过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已成功收购了优质环保企业十方环能100%股权并配套募资2.90亿元、与

合作方共同收购优质清洁供暖企业新城热力93%股权。本报告期十方环能与新城热力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经过两次

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均得到了彻底改善。同时，为进一步支持上市公司

业务发展，控股股东与公司签署了《托管协议》，控股股东将其热力板块平台公司经营管理权和其持有的各存量或新增项目

经营相关的管理权利委托给公司管理并支付托管费用，该托管将对上市公司后期增强持续盈利能力产生积极影响、上市公司

自身培育的合同能源管理业务在控股股东支持下也已取得突破，报告期内已签订1.63亿元订单。 

面对公司发展困境，公司董事会与经营管理层上下一心、迎难而上、攻艰克难、终于成功扭转资不抵债、持续亏损的不

利局面。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4,688.16万元，较上年同期1374.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13.20

万元，较去年同期扭亏转盈；总资产181,555.87万元，较去年同期372.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9,841.26万元，

较去年同期由负转正。 

    未来公司将全力开发国内市场，开展城乡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利用、城市供热业务，在建设祖国绿水青山中，实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供暖收入 102,223,931.83 47,173,560.46 46.00% 0.00% 0.00% 0.00% 

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89,979,261.41 37,516,229.46 42.00% 0.00% 0.00% 0.00% 

合同能源管理 152,081,211.99 52,073,673.78 34.00% 
149,688,947.77

% 
52,383,589.49% 47.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当期数据 上期数据 增减比 

收入 107,372,280.72   

成本 58,554,140.95   

销量 6,889,171.84   

净利润 37,048,195.31   

 当期期末数据 上期期末数据 增减比 

存货 1,245,0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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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度，公司通过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已成功收购了优质环保企业十方环能100%股权并配套募资2.90亿元、与

合作方共同收购优质清洁供暖企业新城热力93%股权。本报告期十方环能与新城热力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经过两次

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均得到了彻底改善。同时，为进一步支持上市公司

业务发展，控股股东与公司签署了《托管协议》，控股股东将其热力板块平台公司经营管理权和其持有的各存量或新增项目

经营相关的管理权利委托给公司管理并支付托管费用，该托管将对上市公司后期增强持续盈利能力产生积极影响、上市公司

自身培育的合同能源管理业务在控股股东支持下也已取得突破，报告期内已签订1.63亿元订单。 

面对公司发展困境，公司董事会与经营管理层上下一心、迎难而上、攻艰克难、终于成功扭转资不抵债、持续亏损的不

利局面。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4,688.16万元，较上年同期1374.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13.20

万元，较去年同期扭亏转盈；总资产181,555.87万元，较去年同期372.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9,841.26万元，

较去年同期由负转正。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财政部新颁布或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准则，本集团在编制2020

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相关会计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 
不适用 说明1 

说明： 

1)执行新收入准则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22号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自2020年1

月1日起实施。本集团在编制财务报表时，执行了相关会计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因执行新收入准则，

本集团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本集团选择仅对在2020年1月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2020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

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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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差错更正和影响 

本年发现采用追溯重述法的前期会计差错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 

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调整以前年度企业所得税 董事会决议 应交税费、所得税费用、未分配利润 21,964,967.22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调整 董事会决议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未

分配利润 

1,719,575.00 

补计提以前年度房产税及滞纳金 董事会决议 应交税费、税金及附加、未分配利润 1,810,783.66 

补提2019年度股权激励费用  董事会决议 管理费用、资本公积 896,700.00 

注1：调整以前年度企业所得税，该事项系本公司2017年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江苏智临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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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根据协议约定，本公司于2018年时根

据智临电气利润实现情况，计提了2018年业绩补偿款收益，对应账面计提了此部分收益的所得税款；至2019年，双方执行了

司法程序，法院判决解除原股东其与上市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本公司未收到上述业绩补偿款，本公司于2019年将上述收益冲回，而对此收益产生的企业所得税尚未处理。此部分企业所得

税费用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冲减处理。 

注2：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调整，本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是根据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

26日出具的报告号为“中天和[2020]字第90001号”以2019年12月31日为评估咨询基准日的评估咨询价值入账，入账时未考

虑增值税扣除。2020年12月31日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咨报字（2021）第020002号的评估咨询报告

确定2020年12月31日公允价值为3,439.15万元，将其中的增值税额171.96万元扣除后，可收回金额为3,267.19万元。该部分增

值税额应于以前年度进行考虑而未考虑，因此将增值税额171.96万元调整至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注3：补计提以前年度房产税及滞纳金，该项房产系本公司持有权证，位于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53号3层商业（西部

汽配城），公司于2009年3月26日获取权证，将其委托给成都西部汽车城股份有限公司出租经营，相关税费等均由承租方承担。

后于2016年收回后，账面未计提房产税费，对其2016年开始截至2020年12月31日房产税进行测算后，应补计提房产税

1,302,728.57元，补计提滞纳金508,055.09，其中调整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1,296,861.99元。 

注4：本公司于2019年12月19日分别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19年12月19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应用指南规定：在等待期的每个资

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情况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企业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金额，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成本或费

用和相应的负债。 

依据前述原则本公司应于2019年12月31日对授予日至报表日期间应分摊的部分确认股份支付费用89.67万元。由于本公

司在2019年度未予确认，本年作为前期差错更正，调增2019年度费用89.67万元，调增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89.67万元。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清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清热力）、四川北控能

慧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美亚丝绸有限公司、四川北控聚慧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北控十方（山东）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新城热力有限公司等24家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北控十方及新城热力等20家、因投资新

设北清热力增加1家、因合并范围调整并入四川北控能芯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加1家，因注销减少深圳中金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等2家。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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