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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64                            证券简称：鹏鹞环保                            公告编号：2021-022 

鹏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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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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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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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14,244,8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5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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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510－87061990 0510－87061990 

电话 0510－88560335 0510－8856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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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一直专注于环保水处理领域，可提供环保水处理相关的研发、咨询与设计、设备生产及销售、工程承包、项目投资

及运营管理等一站式服务，是环保水处理行业的全产业链综合服务提供商。公司在紧抓原有环保水处理相关业务的同时，积

极拓展高端环境技术与装备制造业务，研发并推出PPMI装配式水厂、PSIW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以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促

成传统产业模式的迭代升级，并在有机固废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农业环境治理与服务、对外投资并购等领域持续累积经验，

完善了在环保产业链的多元化布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水务投资及运营业务、工程承包业务、设备研发、

生产及销售业务、有机固废处置与资源化利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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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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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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4,923,263.

18 

1,933,343,820.

28 

1,933,343,820.

28 
9.91% 771,743,080.77 771,743,08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85,738,524.06 289,897,711.70 289,897,711.70 33.06% 168,243,158.50 168,243,15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3,838,003.07 274,321,570.10 274,321,570.10 39.92% 150,049,636.82 150,049,636.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0,952,867.64 -60,427,657.62 -60,427,657.62 581.49% 93,797,363.32 93,797,363.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58 0.6040 0.4067 34.20% 0.3554 0.23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58 0.6040 0.4067 34.20% 0.3554 0.23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0% 9.10% 9.10% 2.40% 5.79%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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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6,705,715,735.

11 
6,243,501,463.

15 
6,243,501,463.

15 
7.40% 

5,700,570,813.
99 

5,700,570,813.
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516,149,913.

90 

3,321,100,281.

72 

3,321,100,281.

72 
5.87% 

3,024,586,134.

78 

3,024,586,13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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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115,889.27 453,935,668.68 544,286,659.38 796,585,04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142,397.97 89,793,052.34 121,686,576.64 111,116,49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642,186.46 89,235,138.80 116,976,573.12 114,984,104.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939,695.28 22,489,896.97 -144,987,768.68 479,390,43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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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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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8,88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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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兴鹏鹞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31% 21,670,215 216,702,150 质押 128,210,000 

陈明康 境内自然人 1.75% 12,527,274 0   

王勤芳 境内自然人 1.55% 11,067,472 0   

宜兴申利化工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5% 8,250,000 0 质押 8,250,000 

#张瑶 境内自然人 0.72% 5,161,100 0   

CIENA 

ENTERPRISES 
LIMITED 

境外法人 0.68% 4,848,400 0   

陈宜萍 境内自然人 0.58% 4,137,080 0   

万波 境内自然人 0.52% 3,726,477 0   

#宦萍 境内自然人 0.51% 3,664,899 0   

陈加月 境内自然人 0.49% 3,505,68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洪春、王春林分别持有宜兴鹏鹞投资有限公司 80%、20%股权，陈宜萍为

王洪春配偶，宜兴鹏鹞投资有限公司与陈宜萍为一致行动人。宜兴鹏鹞投资有限公司、陈宜

萍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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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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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鹞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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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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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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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处理 254,176,173.70 167,668,419.58 65.97% 26.32% 33.92% 3.75% 

工程承包 1,024,835,849.10 242,882,803.24 23.70% -10.71% 14.40% 5.20% 

供水 160,350,398.96 124,307,967.35 77.52% 25.83% 37.49% 6.57% 

环保设备销售 233,611,157.18 63,573,637.71 27.21% 26.32% 21.91% -0.98% 

利息收入 116,867,609.21 116,867,609.21 100.00% 6.38% 6.3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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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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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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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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自2020年1月1

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

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公司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

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合并报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2020年1月1日）

-合并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与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收取对价的权利计

入合同资产； 

将与基建建设、部分制造与安装业务及提供劳务

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已完工未结算计入合同

资产； 

将与基建建设、部分制造与安装业务相关的已结

算未完工、销售商品及与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

分类至合同负债。 

应收账款 -12,465,677.34  

存货 -370,992,970.70  

合同资产 383,458,648.04  

预收账款 -97,944,220.15  

合同负债 97,944,220.15  

母公司报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2020年1月1日）

-母公司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与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收取对价的权利计

入合同资产； 

将与基建建设、部分制造与安装业务及提供劳务

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已完工未结算计入合同

资产； 

将与基建建设、部分制造与安装业务相关的已结

算未完工、销售商品及与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

分类至合同负债。 

应收账款 -2,738,912.40  

存货 -89,897,851.08  

合同资产 92,636,763.48  

预收账款 -16,148,404.08  

合同负债 16,148,404.08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0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 -21,048,865.85  

存货 -456,905,828.61  

合同资产 477,954,694.46  

预收款项 -41,422,830.79  

合同负债 41,422,830.79  

    除上述外，报告期公司无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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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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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海林市鹏鹞水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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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鹏鹞阿瑞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 年投资设立。。 

本公司之非全资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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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之非全资子公司江苏鹏鹞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完成工商注销。 

本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母公司完成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江苏鹏鹞环境工程设计院。 

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全资子公司宜兴泉溪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宜兴鹏鹞阳光环保有限公司。 

本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全资子公司玛纳斯鹏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变更成为全资子公司鹏鹞（江苏）资源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之子公司。 

本公司于 2020 年 8 月母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西宁鹏鹞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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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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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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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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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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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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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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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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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