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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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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描述公司面临的风险，详见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

风险因素”所述内容，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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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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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定如下：以本次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00元（含税）。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276,000,000股，以此计算预计共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276,000,000.00元（含税），占公司2020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71.38%；公司不

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利润分配预案尚需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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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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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达莱 6880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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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晨露 邓怡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外商投资开

发区工业大道459号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

外商投资开发区工业大道

459号 

电话 0791-83775088 0791-83775088 

电子信箱 jdlhb@jdlhb.com jdlhb@jdlhb.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1 主要业务 

公司系国内先进的创新型水环境治理综合服务商，长期专注于解决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处理

的痛点、难点，立足自主创新，先后攻克碳氮磷同步深度去除、污泥源头减量等技术难题，独立

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FMBR污水处理新工艺和 JDL重金属废水处理新工艺，并在全国村镇污

水处理、市政污水处理、黑臭水体外源截污治理、工业废水处理等领域广泛推广应用，取得显著

成效。 

公司以自有核心工艺为支撑，不断整合产品、技术、生产与服务，构建起水污染治理装备、

水环境整体解决方案与水污染治理项目运营服务三位一体的业务体系，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水环境

综合治理能力，及以新工艺、新技术开发推广为核心的产业链和以技术创新能力为主导的市场竞

争力。公司三大业务的简要情况如图所示： 

 



○2 主要产品及服务 

1）水污染治理装备 

公司水污染治理装备产品由污水提升系统、曝气系统、膜系统、产水系统、反清洗系统、电

气系统、壳体以及其他标准部件等高效集成，配合自主开发的集反清洗、曝气、产水、液位等于

一体的 PLC 智能控制系统，实现了系统自动化控制和远程智能化监管，布局科学、合理，一体化

程度高。 

公司水污染治理装备主要根据客户快速实施或相对分散的治理需求进行生产、销售，产品按

外形可分为罐体和箱体，其技术原理、产品性能均一致。该产品依托公司自主研发的 FMBR工艺，

实现了单一控制环节内同步深度降解碳、氮、磷，将生化环节、固液分离环节等一系列构筑物和

设备高度集成于成套化、一体化的技术装备，源头削减有机剩余污泥量，并实现了标准化生产。

作为标准化产品，公司水污染治理装备根据客户进水水质、出水要求、处理规模等分为不同型号。 

公司水污染治理装备的产品外形和主要优势如下： 

 产品外形 主要优势 

罐 体

式 水

污 染

治 理

装备 

 

①工段少，高度集成一体化，大幅简化装备控制环

节及操作管理，大幅提升了产品稳定性；  

②显著减少有机剩余污泥量，降低污泥处置成本，

对周边环境影响小、环境友好，便于临近居民区布

置； 

③处理水质好，正常运行期间出水水质可达一级 A

排放标准，甚至地表水准Ⅳ类、Ⅲ类水质标准； 

④占地面积少，可充分利用边角空地，易选址； 

⑤适用性强，建设规模可大可小，应用形式可集可

散，既适用于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区，亦适用于排污

点分散、灵活度要求高的村镇，以及黑臭水体源头

截污治理； 

⑥建设方式灵活，可根据客户需求灵活组合，亦可

根据区域发展规划分期建设、分步实施； 

⑦自动化运行、智能化监控，易实现无人值守； 

⑧实现了车间标准化生产，制造、安装快捷，易复

制推广； 

⑨尤为适合分布式治水模式，可实现污水就近收集、

就近处理、就近资源化，不仅治污效率高、效果好，

而且一定程度上从源头消除传统污水处理工程管网

投资大、输送干管跑冒滴漏等带来的污染问题。 

箱 体

式 水

污 染

治 理

装备 

 

公司的水污染治理装备应用规模可大可小、分布可集可散、地域可城可乡，市场适应性和竞

争力强，在村镇污水处理、黑臭水体治理、市政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处理等领域快速推广，促进

了多地水环境治理事业提质增效。 

2）水环境整体解决方案 



该业务主要针对相对规模大、集中化的水环境治理需求，为客户提供标准化设计、物料采购、

预加工及二次开发、现场系统集成、调试、售后维保等一揽服务，对水环境治理项目实施全过程

或若干阶段承包，为客户提供水环境整体解决方案。 

近年来，随着政府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不断提高，《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关于印发“十

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关于加强固定污染源氮磷污染防治的通知》相继出台，城镇污

水处理出水标准同比提高，为 FMBR工艺加速应用于市政污水处理等领域提供了良好契机。公司基

于自身水污染治理装备在村镇污水处理等领域积累的口碑，逐步将 FMBR工艺应用于市政污水处理

厂扩容或新建、黑臭水体治理、工业废水处理等领域，建成多项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示范

工程，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 

  

图为连云港市新城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实景（共两期，总规模 13万吨/天） 

公司的水环境整体解决方案工艺流程较传统污水处理工程显著简化，具有集成度高、占地小，

有机剩余污泥量大幅减少，建设周期短、综合成本低等优势，已实现广泛应用。 

3）水污染治理项目运营 

实现良好的水环境治理效益需要先进的装备、设施，也需要专业的运营。目前，我国环境公

用设施投资运营市场化加速推进，第三方治理机制加速完善，市政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处理、黑

臭水体治理等项目对专业机构“全托管”运营的需求不断提升。公司独创了集“信息感知+多端互

联+大数据分析+精准决策”为一体的 FMBR 水环境智慧系统，实现了人工监视向智能化管控的技术

革新，助力传统污水处理厂向智慧生态水厂飞跃升级。同时，结合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布局的涵盖

销售（Sale）、服务（Service）、信息反馈（Survey）、研发（Study）的线下快速反应团队——“流动

4S 站”，为客户提供高效的水污染治理项目运营服务，丰富了业态，实现了核心技术产业链的纵

向延伸。 

 



（2）主要经营模式 

○1 盈利模式 

公司形成了以新工艺、新技术开发推广为核心的产业链和以技术创新能力为主导的市场竞争

力，构建起水污染治理装备、水环境整体解决方案与水污染治理项目运营服务三位一体的业务体

系，通过三大业务的开展获取收入和利润。公司订单一般通过公开招投标、单一来源采购、竞争

性谈判、协议采购等方式获取。 

○2 采购模式 

公司注重产品质量和过程控制，建立了完善的采购流程和制度。公司采购中心依据《采购管

理制度》、《管理制度》等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收集供应商的相关信息，对其经营资质、产品质

量、质量保证能力、服务能力、价格等信息进行调查、评估；对于重大采购或公司新产品开发所

需的供应商，采购中心人员需现场实地考察其生产及配套能力，确定合格供应商，并建立供应商

档案。采购中心定期或不定期根据供应商合同履行、产品质量、性价比、售后服务等指标，对供

应商进行考核，淘汰不合格供应商。 

公司已建立了完备的质量控制体系，以确保采购产品符合规定的采购要求，除建立了严格的

供应商筛选制度外，采购流程也制定并实施严格的核验程序。 

○3 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生产基地位于新余金达莱及宜兴金达莱，具体实施部件预加工、水污染治理装备生

产，以及水环境治理整体解决方案的建设。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并结合市场预测的方式安排采购、生产。公司水污染治理装备主

要在车间内生产，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与待执行合同、预期合同、库存等因素安排次月的生产；

公司水环境整体解决方案的部分物料直接运送至项目现场，部分物料在车间完成预加工及二次开

发后运送至项目现场，系统集成过程均在项目现场完成。公司泵、风机、装备外壳、膜、钢材、

管材、电气元器件、电缆等均为外购原材料，其中，装备外壳、设施柜体等属于非标原材料，由

公司向供应商提供图纸及相关技术参数进行定制采购。 

○4 销售模式 

公司业务主要通过公开招投标、单一来源采购、竞争性谈判、协议采购等方式获取，销售模

式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其中，直销模式包括了自行开发和居间代理两种类型，详见下表： 

销售模式 细分模式 业务类别 具体销售方式内容 



直销模式 

自行开发 
水污染治

理装备，水

环境整体

解决方案，

水污染治

理项目运

营 

主要依托项目部及全国部分区域分、子公司进行产品的

推广与销售，将装备及设施直接销售给终端客户，并与

终端客户直接签署销售合同。 

居间代理 

居间服务商协助公司开拓终端客户后，由公司直接与终

端客户签署销售合同。居间服务商与公司签订市场推广

服务协议，为公司提供项目需求信息，协助公司开展商

务洽谈、招投标、项目验收、催款等相关服务，公司按

照合同约定支付居间服务商相应的服务费用。 

经销模式 经销模式 
水污染治

理装备 

系公司水污染治理装备品牌知名度提升后产生的辅助销

售模式，旨在利用各地区具有丰富销售经验、市场信息

的优质设备经销商，提升本地区市场开拓能力。该模式

下，设备经销商先与其开拓的终端客户签订销售合同，

再以经销价格向公司采购设备。经销商与公司之间采取

买断式销售。 

 

 

（3）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推进，用水需求不断增加，由此带来的水环境问题也日益严峻，

进一步加重了水资源短缺的问题。面对日益严峻的水供需关系，国家对水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和

支持力度持续加大，水环境治理行业拥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我国水环境治理行业相对发达国家起步较晚。“十一五”期间，国家开始实施“节能减排”

战略，全国水环境治理步入高速发展轨道。2015年起，随着国务院出台的“水十条”在全国各地

的贯彻落实，水环境治理需求加速释放。2018年以来，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

行）》和关于印发《生态环境部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实施方案》的通知，进一步加大了水环境治理整治力度。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

对水环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国务院公布的《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自 2021年 3月 1

日起施行，从法律地位以及效应上进一步彰显了水环境治理的政策地位和行业发展空间。在政府

财政和政策的双重引导下，我国水环境治理投入将继续呈快速增长趋势。 

当前，国有企业、优质民营企业、跨国水务企业是我国污水处理市场的主要竞争主体，呈现

出国有企业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民营企业发展势头强劲等特点。近年来，随着《国务院关于鼓励

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市政公用事业领域

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等政策的陆续颁布、实施，专业的水环境

治理企业通过 BOT、BOO、O&M 等多种模式参与污水处理项目，取得快速发展。水环境治理行业市



场化程度已明显提升，市场集中度亦在显著提升。在规模效应的推动下，具有良好技术水平、服

务能力、市场信誉和资金实力的企业将加速聚集各类资源要素，进一步强化竞争优势，占得市场

先机。 

如今全球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水体污染构成因素复杂且多元，污染物种类多、含量各异、变

化快，且市场对于污水处理效果及效益的要求日益提高，这就要求污水处理不再仅仅依托于传统

污水处理技术工艺，而是需要与时俱进，持续创新，在处理效果效率、降本增效方面持续发力，

以实现更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目前常见的污水生化处理工艺可分为自然生态型和人工强

化型两大类，其中自然生态型主要包括人工湿地、稳定塘以及土壤地下渗滤处理工艺等。人工强

化型工艺是目前主流的污水处理工艺，包括活性污泥法及其衍生工艺、MBR 工艺，以及公司开创

的 FMBR工艺等。目前行业工艺特点突出体现在工艺路线及核心技术原理、整体污水处理效果等方

面，FMBR工艺作为公司独创的核心专利技术体系，在脱氮除磷效果、工艺流程、有机污泥减量、

运维成本降低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技术壁垒。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1）市场地位 

公司以 FMBR 工艺为依托，自主开发的成套化、标准化 FMBR 一体化技术装备，具有集成度

高，出水稳定、水质好，有机剩余污泥量大幅减少，占地小，综合成本低等显著优势，实现了自

动化运行、智能化监控、标准化生产，产品通用性强、简单易用，应用规模可大可小、形式可集

可散，推向市场以来，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销量逐年增长。 

我国村镇污水处理市场系典型的增量市场。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2019 年城乡建设

统计年鉴》，2019 年全国建制镇污水处理率 54.43%，乡生活污水处理仅 18.21%。公司水污染治理

装备特别适用于排污点分散、灵活度要求高的村镇，在村镇污水处理市场推广迅速，被中国水网、

E20 环境平台评为“村镇污水处理领域领先企业”（2019 年）。公司已成长为国内村镇污水处理市场

占有率排名前列的企业，成为国内重要的村镇污水处理装备提供商。 

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市场以存量市场为主。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2019 年城乡建设统

计年鉴》，截至 2019 年，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率达 96.81%，县城污水处理率达 93.55%。大中型国有

企业、上市公司凭借先发优势，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公司 FMBR 工艺应用、推广历程较短，

由于客户选择惯性等因素，尚未在城镇污水处理市场大规模替代传统工艺，公司城镇污水处理项

目总规模亦小于大中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我国城镇地区污水处理率已达较高水平，但仍存在一定问题，主要体现在广泛采用集中治水

模式，导致配套管网建设滞后、老旧管网渗漏严重、设施提标改造需求迫切、部分污泥处置存在

二次污染隐患、再生水利用率不高、重建设轻管理等，并形成若干黑臭水体。目前，在我国城镇

污水处理设施已基本饱和情形下，针对现有污水处理设施以及管网建设逐步显现的上述问题以及

分散化需要，相对集中化的污水厂升级扩建和新建城区污水处理、相对分散化的中小片区污水处

理，以及黑臭水体外源截污治理等细分市场则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公司 FMBR 工艺具有有机剩

余污泥量显著减少、集成度高、占地少、无人值守、环境友好等明显优势，应用规模可大可小、

形式可集可散，适宜用以推行“源头截污、就地治污、集散结合、清水回补”的分布式治水模式，

能够有效解决城市集中治水模式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较为适合在上述发展潜力较大的三大细分市

场予以推广。 

2）技术地位 

公司是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国环保产业骨干企业，承担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星火计划、国家火炬计划等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近 30 项，作为主要起草单

位参与编制了一项国家标准、三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两项化工行业标准、一项行业技术指南。“十

二五”期间，公司承担了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流域面源污染处理设备研发及产

业化基地建设”课题，进一步完善了 FMBR 工艺及装备，被纳入水专项“水污染治理关键技术、核

心材料及成套装备国产化与产业化”标志性成果。 

公司自主研发的 FMBR 污水处理新工艺，攻克了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处理领域的碳氮磷同步

深度去除、污泥源头减量等技术难题，成功构建起微生物平衡共生、内源循环的生态系统，提高

了生物降解效率，实现了同一空间、同一时间去除碳、氮、磷等污染物，已在多个污水处理领域、

国内大多数省份迅速推广应用。 

FMBR 工艺具有工艺流程短、集成度高，出水稳定、水质好，有机剩余污泥量大幅减少，综

合成本低等显著优势，已得到政府等客户的广泛认可和推广应用，先后被列入《国家先进污染防

治技术目录（水污染防治领域）》（2019 年）、《节水治污水生态修复先进适用技术指导目录》（2015

年）、《2019 年农业主推技术》等多个国家级、省市级先进、主推水环境治理技术目录，获得美国

马萨诸塞州公开征集污水处理创新技术试点项目（2019 年）、美国科学技术创新奖（R&D100）-

企业社会责任特殊贡献奖（2018 年）、国际水协东亚应用研究领域项目创新奖（2014 年）、中国专

利优秀奖（2014 年）、中国膜工业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2012-2013 年度）、国家环境保护科学技

术二等奖（2010 年）等一系列国内外重要奖项。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1）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 

a.新技术——特性微生物技术与膜分离技术相结合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指南》（试行）显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是污水处理的

产物，主要原因在于生物降解不充分。污泥处理是水环境治理的重要环节，如处置不当，易引发

二次环境污染，同时造成土地资源浪费。 

近年来，我国膜技术不断进步，促进了水环境治理中的污泥减量，主要体现在：利用膜介质

的分离作用，以膜分离装置取代活性污泥法中的二沉池、砂滤、消毒等单元，大幅降低活性污泥

的流失，充分发挥微生物的降解作用，使出水水质提升，并节省占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

活性污泥法的不足；膜材料制造技术和方法不断创新，产品性能有较大提高；膜组器设备性能有

所优化，成本有所降低。 

b.新产业——先进环保技术装备市场逐步形成 

标准化、成套化的水环境治理装备市场逐步形成，相比于定制化的污水处理工程具有生产周

期短、投资成本低、占用面积小、投产见效快等优势，有利于构建水城相融的生态体系，高度契

合我国当前的污水治理的需求。 

c.新业态——逐步形成无人值守新型运营体系 

目前行业的技术及产品发展趋势之一是利用物联网技术，建立智能化的无人值守污水处理运

营体系，提高运维效率，降低运维成本，确保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使传统需要大量人员值守

的低效现场维护管理，升级为应用“物联网+”、无人值守的高端服务业，形成了水环境治理运营服

务新业态。 

d.新路径——全新治污路径 

目前行业业务模式的发展趋势之一是构建就近收集、就近处理、就近资源化的分布式治水模

式，不受水处理规模、地区、建设形式等限制，同时出水即再生利用，利于构建“水城相融”的生

态体系，高度契合当前市场需求及绿色发展要求。 

e.新工艺——高效化、集成化 

整合污水处理相关的多门学科与技术，开展集成化研究，如化学、物理结合，化学、生物结

合，物理、生物结合等等，优化污水治理工艺环节，寻求高效、低耗、环保的新型处理工艺，实

现了有机剩余污泥的减量，以及碳氮磷的高效去除，进一步简化污水处理工艺流程，降低能耗，

并借助自动化信息化技术，力求实现无人值守、远程监控等效果。 



2）未来发展趋势 

a.污水处理整体工艺技术水平进一步优化，降低投资成本，降低能耗，减少占地面积； 

b. 进一步研发出高品质出水处理技术，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出水水质及稳定性； 

c.分布式治水模式在黑臭水体外源截污治理、村镇污水处理、新建城区污水处理以及市政污

水厂升级扩建等领域进一步推广； 

d. 运用自动化、信息化等技术突破传统污水处理工艺繁复的管理模式，形成集数据采集、传

输、大数据分析、故障预警反馈及运行状态自动调整等于一体的设备远程终端监控系统； 

e.深入总结污水处理项目的应用情况，针对不同行业的污水、废水特点，不断积累设计、建

设和运营经验，加快污水处理技术创新与推广步伐。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627,305,001.23 1,820,114,498.04 99.29 1,695,779,879.25 

营业收入 970,880,809.91 777,870,096.57 24.81 729,651,918.5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86,687,739.74 257,642,805.12 50.09 245,433,977.5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71,381,978.35 244,974,265.09 51.60 222,184,176.0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080,504,971.71 1,157,587,201.32 166.11 1,044,309,757.2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82,465,553.07 230,707,840.66 65.78 213,789,427.0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8176 1.2447 46.03 1.185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8176 1.2447 46.03 1.185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7.51 23.93 增加3.58个百分

点 

25.24 

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

（%） 

5.46 6.82 减少1.36个百分

点 

7.2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50,548,673.54 361,246,384.48 263,807,131.28 195,278,62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8,020,759.54 135,017,424.95 104,408,334.21 79,241,22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66,465,347.49 120,916,621.78 104,168,545.32 79,831,463.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149,849.52 84,513,127.87 115,467,432.15 193,634,842.5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37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02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户） 

/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包 含

转 融

通 借

出 股

份 的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廖志民 0 126,760,500 45.93 126,760,50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骆 驼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0 12,946,000 4.69 12,946,000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周涛 0 9,231,500 3.34 9,231,50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朱锦伟 223,639 7,293,139 2.64 7,069,50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史继东 0 6,851,500 2.48 6,851,50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朱雀基金 -

陕 西 煤 业

股 份 有 限

公司 -陕煤

朱 雀 新 经

济 产 业 单

一 资 产 管

理计划 

6,119,555 6,119,555 2.22 0 0 

无 

0 其他 

王从强 0 4,167,500 1.51 4,167,50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苏钢 172,612 3,351,612 1.21 3,179,00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钟蕊檬 -204,000 3,200,000 1.16 3,200,00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朱雀

产 业 臻 选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2,636,950 2,636,950 0.96 0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股东廖志民

先生与周涛女士系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公司

其他前十名股东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2、公司未知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是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也是谋划“十四五”工作的关键年，随着我国对水

环境保护重视程度的不断增加，以及水十条、PPP、“河长制”、长江保护等直接影响产业发展的政

策陆续落地，水环境治理行业方兴未艾，市场需求不断增长。在良好的政策指引下，行业竞争进

一步加剧，国内水务企业纷纷改组，民营资本、上市公司纷纷加入水务市场，形成了国有企业居

于市场主导地位、民营企业迅猛发展的竞争格局。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紧紧把握行业发展的历史机遇，专注发展主营业务，坚

持自主创新，充分发挥公司核心技术 FMBR工艺流程短、集成度高，出水稳定、水质好，有机剩余



污泥量大幅减少等突出优势，不断巩固和扩大市场占有率，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绩。2020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7,088.0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668.7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0.09%。具体而言，公司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作出了努力： 

（1）市场拓展 

公司产品在全国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得到应用。近年来，公司依托核心技术 FMBR 优势及日

益积累的项目经验和用户口碑，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不断巩固和加深公司产品在国内市场的

渗透。公司在持续拓展一体化水污染治理装备、项目运营市场的同时，相对大型化、集中化的城

镇污水处理市场成为公司重点发展的业务方向。报告期内，部分水环境整体解决方案项目陆续实

施完成，为公司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2020年水环境整体解决方案带来的营业收入为 46,623.06

万元，较上年增长 226.90%。 

（2）技术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实施科技兴企战略，持续推动研发创新及拓宽应用领域。作为国内先进

的创新型水环境治理综合服务商，公司以 FMBR污水处理工艺为核心，在进一步提升相关污水处理

设施出水水质、稳定性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的地形、气候、污染物及污染源分布等特征，持续进

行技术创新与衍化，布局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污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医疗废水处理、地下生

态水厂污水处理、高水质要求黑臭水体治理、北方低温条件下的污水处理、西北地区高浓度高盐

污水处理、美国地区高浓度污水处理、工业综合废水处理等多项污水处理工艺技术，为废水处理

提供高效低耗的创新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共有在研课题十余项，新增授权专利 14项（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8项，

外观设计专利 4 项）及软件著作权 1 项，涉及污水处理污泥零排放工艺、一体化污水处理外观设

计、污泥处理装置以及污水设施远程监控管理系统等多个方面。报告期末，公司合计拥有国内外

授权专利 105项，其中发明专利 64项（国外发明专利 28项），创新成果不断丰富。 

（3）公司治理 

公司自成立以来，设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

上市以来，公司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更新、完善各项内

部管理制度，加强信息披露透明度，规范公司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4）海外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拓展海外市场，目前正处于初步拓展阶段，来自境外的营业收入 52.20



万元，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2020 年 11 月，公司在美国纽约新设全资子公司 JDL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c.，加快国际市场的开拓，努力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所述内容。 

4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本年合并范围比上年增加 1户，减少 1户，具体情况如下： 

（1）2020年 11新设全资子公司 JDL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c.，2020年 12

月实缴注册资本 44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28,786,560.00元）。 

（2）铜陵金达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属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公司己于 2021年 2月 22日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