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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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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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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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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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0490 号的《审

计报告》，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37,630,805.46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97,490,686.47 元。按照《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按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9,749,068.65 元，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 87,741,617.82 元。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公司发展及股东的长远利益，公司利润分

配预案为：以总股本 202,303,75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70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4,161,262.64 元。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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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持股份 60390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远 姜亚林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D区2号楼2层 
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D区

2号楼2层 

电话 010-64390368 010-64390368 

电子信箱 investor@zchb-water.net investor@zchb-water.net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作为一家创新型综合环境服务商，以“创造安全、舒适、可持续的环境”为使命，坚持

“技术领先、客户体验、合作伙伴”的发展三原则，致力于成为环境技术领军企业。公司在市政

环保基础设施、工业及工业园区污染控制、领先的环保技术产品等领域开展工作，具备技术研发、

设备销售、工程承包、项目投资及运营管理等全产业链服务和整合能力。近年来，公司在做好原

有业务的同时，还进一步拓展城乡环境治理与服务、高端环境技术与装备等业务领域，完善在环

保产业链的多元化布局。2020 年，公司继续坚持“健康经营、创新发展”的经营策略，各项业务



持续、稳定的向前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

未发生重大变化。 

1、公司主要业务 

（1）城镇污水处理 

城镇污水处理业务是指公司通过环境基础设施建造、投资运营、委托运营等不同形式，帮助

客户实现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达标排放和稳定运行。 

（2）工业园区及工业污水处理 

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指针对工业园区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和废液，为园区提供整体

的污染源头控制、污水收集、末端治理、水资源循环利用等服务，使工业园区污染物排放达到国

家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标准。 

工业污水处理是指为工业企业在工业生产中排放各类工业废水提供的污水处理服务。公司可

依据不同工业行业的废水排放特点，为工业企业提供专业化的治理和运营服务。公司在汽车、印

染、皮革、电镀、石化、化工等行业的污水处理上具有良好的业绩和声誉。 

（3）综合环境治理 

综合环境治理是指整合行业资源，为客户提供黑臭水体治理、地下水治理以及农村环境治理

及海绵城市等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服务，协助城镇、农村改善区域环境。 

黑臭水体治理是针对河湖坑塘等消除黑臭、断面达标、水质改善、生态修复，提供管网普查、

控源截污、底泥处置、水环境改善、水资源调配、水生态修复、水安全保障、水景观提升等专业

化的整装成套治理和运维服务，使水体达到长治久清的效果。 

地下水治理是针对土壤及地下水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开展土壤与地下水环境调查与风险评

估、水土污染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系统监控预警与管理优化等业务，构建以水土共治为基本理

念的地下水污染风险防控整体解决方案。 

农村环境治理是针对生活污水、粪污等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因地制宜提供农村污水的分散

或集中处理，并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2、经营模式 

公司逐步建立了运营服务、环境基础设施建造服务、环境综合治理服务、技术产品销售相结

合的经营模式，既考虑了业绩快速增长和现金流快速回笼的中短期目标，也为未来业绩持续稳定

增长和现金流持续好转的中长期战略奠定基础。此外，公司把握国内环保行业高速发展的契机，

将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加速推进产业布局，提高细分市场占有率，增强协同效应，提高客户服

务能力，最大程度满足客户的需求。  

（1）运营服务模式  

运营服务模式主要指采取投资运营或委托运营等方式，在特定或不特定期限及区域内为客户

提供的环境治理服务，具体模式包括 BOT、ROT、TOT、OM 等。  



（2）环境基础设施建造服务模式 

环境基础设施建造服务模式是公司为污水处理厂等提供的基础设施建造服务，即按照合同约

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技术方案、采购、施工、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的服务方式。 

（3）环境综合治理服务模式 

环境综合治理服务模式是通过工程设计、工程承包、系统集成、投融资、运营等全产业链服

务，帮助客户实现环境综合治理。 

（4）技术产品销售模式 

技术产品销售是指公司根据客户需求，依托创新技术集成出与污水处理等相关的技术产品，

并销售给客户。 

3、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升级并向农村的延伸，这为污水处理行业提供了广

阔的市场空间。同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监管流程逐步实现闭环，对污水处理

企业的专业技术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始终坚持“技术领先”的发展核心，

在环保领域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技术储备，更严格的环保监管政策

给公司带来的是更广阔的市场机会。 

（1）城镇污水厂提标改造需求驱动 

加强水污染防治与城镇污水治理被列为“十三五”期间环境治理的重点内容，2019 年5月19日，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

案（2019—2021 年）》，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尽快实现污水管网全覆盖、全

收集、全处理。2020 年，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污水处理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和提标改

造需求有望加速释放。 

（2）工业园区水环境严格管控的需求驱动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工业废水种类和数量增加迅猛，地表与地下的水体环

境污染日益严重，对生态安全和居民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国务院和相关部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工业节水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水污染防治计划》等文

件，对工业园区用水的效率及废水排放提高要求和加强督察监管，国家环境税、环保督察、排污

许可合力倒逼工业园区污水处理需求释放。 

（3）区域生态环境改善的需求驱动 

“水十条”明确提出，到 2020 年，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重

点流域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体达到 70%以上。同时《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等政策的相继出台，带来了

流域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农村综合环境治理等环境建设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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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4,630,449.72 2,924,176,107.21 7.54 2,402,213,893.58 

营业收入 1,624,993,819.30 1,336,814,679.10 21.56 1,034,035,91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630,805.46 111,105,984.85 23.87 92,637,78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9,186,714.42 103,411,558.92 24.92 91,168,98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34,586,562.78 899,106,205.33 15.07 807,595,834.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9,165,335.65 265,768,396.22 20.09 36,876,681.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 0.55 23.64 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 0.55 23.64 0.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2 12.83 增加1.39个百分点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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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07,119.72 313,767,236.85 377,800,555.36 749,018,90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054,397.38 34,337,848.63 23,314,713.50 56,923,84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942,274.39 29,762,108.50 18,061,124.72 58,421,206.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296,348.66 161,870,440.77 67,928,332.43 166,662,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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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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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94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55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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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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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持（北京）环保发

展有限公司 
14,096,159 49,336,556 24.39 0 质押 33,811,2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宁波杭州湾新区人保

远望启迪科服股权投
5,906,450 20,672,575 10.22 0 无 0 其他 



资中心（有限合伙） 

许国栋 2,520,000 8,820,000 4.3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邵凯 1,008,000 3,528,000 1.7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海联新二期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67,489 3,371,692 1.67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翼飞 756,000 2,646,000 1.3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德清 672,000 2,352,000 1.1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彩斌 630,000 2,205,000 1.0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陆晋泉 -132,300 1,687,700 0.8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朱向东 378,000 1,323,000 0.6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许国栋持有中持（北京）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60%的股份，为其控

股股东。邵凯、张翼飞、陈德清、李彩斌分别持有中持（北京）

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5%、10%、5%、5%的股份。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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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中持环保（北京）环保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9.51%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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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中持（北京）环保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9.51%的股份，许国

持有公司 4.24%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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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25 亿元，较 2019 年同期增加 21.56%，各项业务规模逐步

扩大；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 亿元，比 2019 年度同期增长 23.87%，公司经营能力

持续向好；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 3.19 亿元，比 2019 年度同期增长 20.09%，企业健康程

度稳步提升。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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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根据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新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

称“新收入准则”），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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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属于境内上市企业，

故自 2020 年 1 月 1 日期施行新收入准则。  

2、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调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新收入准则将原收入

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

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

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新收入准则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也不会对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

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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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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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设子公司情况： 

名称 成立日期 持股比例（%） 

义马中持水务有限公司 2020/1/17 100.00 

清河县环中水务有限公司 2020/3/10 95.00 

任丘中持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0/7/29 80.00 

宿州中持水务有限公司 2020/10/20 100.00 

本期注销子公司情况： 

名称 注销日期 持股比例（%） 

南皮县天蓝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020/10/21 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