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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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已在本报告中“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之“二、风险因素”中

详细描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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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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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8元（含税）。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72,521,508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0,306,022.24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金额占2020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0.43%。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

红股。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

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

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公司2020年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尚需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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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普通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复洁环保 68833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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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静 朱鸿超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北路1688弄湾谷科

技园A7幢8楼 

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北路1688

弄湾谷科技园A7幢8楼 

电话 021-55081682 021-55081682 

电子信箱 ir@ceo.sh.cn ir@ceo.sh.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专注于污泥等物料脱水干化与固液分离、恶臭污染物及挥发性

有机污染物废气净化的节能环保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的发展以“创新”为根本，愿景是成为全球

节能环保与固液分离领域的领军企业。 

2011-2012年，公司在业内首创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低温真空脱水干化一体化技术装备，

创造性地将机械压滤脱水与真空干化技术合为一体；2015-2017 年，公司自主研发并攻克了核心

部件——耐高温干化滤板的生产制造难题，实现了对进口定制产品的完全替代。自 2014年首次交

付使用以来,该技术装备已成功应用于国内市政、工业领域 30余项污泥脱水干化项目。 

公司主营业务如下图所示： 



 
1、低温真空脱水干化一体化技术装备 

 

低温真空脱水干化一体化技术装备三维示意图 

 

该技术装备主要针对污泥等难处理的物料以及要求滤饼含水率低的物料进行固液分离，可广

泛应用于市政与工业污泥的脱水干化、以及石油化工、煤炭、食品、制药、有色、轻工等行业固

废或特种物料的固液分离。 

2、废气净化成套技术装备 

公司拥有包括活性氧离子净化、生物滤池净化、复合物化净化、分子捕集催化氧化等系列废

气净化技术与成套装备，能够面向以上海地方标准为代表的全国一系列严格的排放标准，提供“密

闭-收集-输送-处理-排放”的废气处理全流程解决方案，对难降解的恶臭污染物及挥发性有机污染

物进行有效治理与污染减排。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向用户交付使用自主研发的低温真空脱水干化一体化技术装备、废气净化成套

技术装备，以及相关的设备及配件销售、运营服务、维保服务等，以获取收入与合理利润。 

具体来看，公司的商业模式分为三种：一是向客户销售低温真空脱水干化一体化技术装备、

废气净化成套技术装备，并提供工艺设计、核心部件制造、安装调试等服务，这是公司近几年主

要收入来源；二是为使用低温真空脱水干化一体化技术装备、废气净化成套技术装备的客户，提

供常年的运维服务；三是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和解决方案，如“上海老港暂存污泥库区污泥

处理处置服务污泥处理服务标段项目”（中标金额 5.37亿元），限期 2年，按照相应期间的污泥处

理量确认收入；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大观净水厂污泥干化处理服务项目，为 BOT 模式，合同金额

26,939.68万元，2020 年度确认建设期收入 8,302.63 万元，后续运营期分 10 年确认收入。 

2、研发模式 

公司紧密围绕污泥处理处置、工业固废与特种物料固液分离领域，以及相关的废气净化技术，

以“自主创新”为根本，并借助产、学、研合作等方式，先后与同济大学、国家南方水中心、上

海建筑科学研究院等高校院所合作，积极进行成果转化及工程示范。 

首先，公司对低温真空脱水干化一体化技术装备等进行持续优化，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设

备安全性和可靠性水平进一步提高,节能环保指标进一步优化，并针对煤化工等固液分离领域特定

的市场需求，进行工艺的升级和改进；其次，在脱水干化的预处理工序——污泥调理调质等环节，

公司积极开发系列新型药剂，以灵活应对污泥泥质的地域、季节、行业变化；最后，在污泥处置

的末端——例如污泥焚烧后灰渣的处置与利用环节，公司发挥产学研合作优势，积极推动末端固

废的资源化利用。 

3、营销及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为直销，面向国内的各区域市场，公司建立了专业性、经验丰富的营销团队

和运营服务团队，通过投标、技术谈判和商务谈判等方式获得项目合同，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完成

各个阶段的项目任务，同时按完成任务的时间节点确认收入。 

4、采购模式 

公司设立采购部，负责供应商的开发、评估、维护，以及采购合同签订及采购合同管理等。 

公司设立合格供应商名录，通过市场调研、实地考察、工厂监造和出厂验收等方式，对供应

商提供产品的质量、供货周期、价格、售后服务及时性等多方面实行年度考核打分，优胜劣汰，

实时更新合格供应商名录，不断提高供应商品质管理。 

5、生产或服务模式 

公司主要生产或服务模式典型流程可分为项目信息收集与评估、招投标、合同签订、工艺设

计、物资采购、核心设备制造、安装调试、运维服务八个阶段。 

公司自主生产低温真空脱水干化一体化技术装备的核心部件——耐高温干化滤板及相关配

件；外购设备根据公司技术要求委托供应商定制化生产；所有产品的安装服务工作采取外包给具

有相应资质的企业，公司完成项目设计、安装指导、调试等工作，最终交付客户使用，并提供后

续运维服务。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污泥处理处置行业概况 

1）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背景下，污泥处理处置市场需求空间大，且增速较快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也到了有条件解决生态环境

突出问题的窗口期。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城镇累计建成运行污水处理厂 4140 座。近年来，随着我国污水处理率

和排放标准的不断提高，污泥产量呈现逐年快速增长趋势。住建部 2020 年 12 月发布的《中国城

乡建设统计年鉴》表明，2019 年全国城市及县城污水厂产生的污泥量已突破 6,512 万吨（以含水

率 80%计）。据 E20 环境平台预测，我国城市及县城污水厂产生的污泥产量将以每年 10%至 15%

的速度增长。目前，我国污水处理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但相较于污水处理，污泥处理处置的能

力和水平严重滞后，环境风险凸显，形势十分严峻。 

 

2019 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量 

数据来源：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2019，住建部 2020 年 12 月发布 

 

2）通过脱水干化实现污泥减量，已成为污泥处理处置的必要环节和重要基础 

污泥是污水、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呈胶状液态的物质，集聚了污水中 30-50%的有机污

染负荷，并富含大量不同形态的水分。污泥的有机物含量高，有机物种类复杂，泥质波动性大，

且含有重金属、寄生虫卵等复合型污染物，脱水性能差，且二次污染风险高，目前已成为全球固

液分离领域公认的最难处理的物料之一。 

污泥的减容减量，需要根据不同含水率的污泥特性选择相应的处理技术，进而得到不同含水

率的污泥产物。常见的单元处理技术主要包括污泥浓缩、污泥预处理（调理调质）、污泥（深度）

机械脱水、污泥（热）干化等。 



 

不同含水率污泥对应的单元处理工艺 

污泥含水率越高，存放、运输和二次污染的问题就越严重。因此，污泥的脱水干化是污泥处

理处置过程中最重要的步骤和“刚需”，已成为污泥处理处置的必要环节和重要基础。 

近年来，全国污泥处理处置领域中的污泥减量化项目占比呈显著增加趋势。2018 年，E20 环

境平台对全国 500 个污泥处理项目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污泥的机械脱水、能源干化、干

化焚烧等减量化明显的处理方式是主流，表明污泥减量化压力巨大。但由于我国污泥泥质的特殊

性，传统的脱水干化技术流程长、成本高、污染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和地方污泥处理处置

规划目标的完成进度。 

3）污水厂内脱水干化，实现深度减量，是污泥处置的基本要求和污水厂提质增效的重要任

务 

我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路线的选择与各地实

际情况密切相关。 

在污水厂提质增效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城镇污水的收集率和污水厂进水污染物浓度都将显著

提升，一方面将显著提升污水厂的污泥产量，另一方面将显著提升污泥中有机物的比重，这都将

对污泥在污水厂内源头深度减量设施的处理能力和技术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 

因此，通过在城镇污水厂内对污泥进行脱水干化，实现污泥的深度减量，不仅是污泥处理处

置的基本要求，更是污水厂提质增效的重要任务。 

4）污泥处理处置费用标准的逐年提升，成为行业发展的重大实质性利好 

我国过去长期“重水轻泥”，严重制约了污泥处理处置总体水平的提高，而发达国家经过多年

发展，污泥处理处置费用已普遍达到或超过污水厂总运行费用的 50%。随着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各

类政策、法规、规划的陆续出台，“泥水并重”的态势正逐步形成，污泥处理处置费用的标准也呈

现逐年提升的趋势。 

2017 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发布的《“十三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

2018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均明确提出，城镇

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要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无害化处置的成本并合理盈利。2019 年，住建部、生态

环境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 年）》再次

要求，要尽快将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调整到位，原则上应当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理处置设施正

常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 

上述要求已逐步在近年来新建的污泥处理处置项目中得到了贯彻落实，为今后广大污水处理



厂加大污泥处理处置设施的投资力度提供了现实动力。 

5）近年来国家、地方相继出台的环保政策与规划，为污泥脱水干化减量释放巨大市场空间 

首先，国家政策层面，2017 年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联合印发的《“十三五”全国城镇污水处

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要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应由“重水轻泥”向“泥水并重”转变。

同时，自 2016 年开展中央环保督察以来，随着督察力度的不断提升，诸多违法违规处理处置污泥

的案件受到查处和整改，各地开展市政与工业污泥规范处理处置的力度不断加大。 

其次，在地方政策层面，近三年以来，包括处于全国城镇污水处理能力前列的广东、江苏、

上海等重点地区都相继密集出台了地方性的污泥处理处置的规划或规范，对国家污泥处理处置任

务目标的完成和污泥处理处置技术的进步和未来发展方向均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 

上海，正致力于在 2035 年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2018 年 12 月，上海市政府批复了《上

海市污水处理系统及污泥处理处置规划（2017-2035）》，规划到 2035 年形成 50 座污水厂，10 座

污泥厂，污水处理规模达到 1725 万立方米/天，污泥处理处置规模达到 2700 吨干基/天，污泥处

理处置主流工艺路线为“（脱水）干化+焚烧”，同时做到泥水气全覆盖。 

广东省是我国城镇污水处理能力排名第一的省份，2018 年，广东省污泥总量达到 18045 吨/

天（以含水率 80%计），其中无害化处置规模仅为 6857 吨/天（以含水率 80%计），不考虑今后污

泥总量增长的前提下，现有市场需求 11188 吨/天（以含水率 80%计）。 

2016 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在全国率先颁布了国内第一个污泥厂内干化减量的地方规范：明确

要求污水厂污泥出厂含水率须控制在 30-40%，最终对接污泥焚烧的处置出路。 

2019 年 9 月，广州市人大通过《关于推进全面实施污泥干化焚烧处理处置的决定》，要求厂

内干化、市内焚烧。受其带动作用影响，珠江三角洲区域不少发达城市近年来也逐渐明确了污泥

干化焚烧这一污泥处理处置的主流路线，污泥脱水干化领域的市场空间正在逐渐释放，将成为长

三角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江苏省城镇污水处理能力排名全国第三，2018 年，江苏省污泥产量为 9998 吨/天（以含水率

80%计），其中无害化处置规模为 6254 吨/天（以含水率 80%计），现有市场需求约 4000 吨/天（以

含水率 80%计）。 

2019 年 3 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发布了环境基础设施三年建设方案，提出 2020 年前新增城镇

生活污泥处理处置设施能力 1800 吨/天（含水率 80%），要求新建的项目须同步处理泥水气，污泥

在较长时期内不可能无害化时，应规划建设独立的干化焚烧系统，为今后江苏省污泥问题的解决

指明了走污泥焚烧的明确方向和技术路线。 

此外，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引领下，湖北、广西等省份均专门出台了地方城镇污

水设施建设规划，其中对污泥处理处置都进行了详细规划，市场空间可观。 

综上，行业与技术需求、费用标准、政策规划三管齐下，在释放污泥处理处置未来市场空间

的同时，提出了污泥在污水厂内实现脱水干化减量、实现泥水气同步治理、绿色低碳、节能循环、

环境友好、智慧高效等一系列目标要求，为行业技术发展、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指明了方向。 

 

（2）废气净化行业概况 

1）恶臭污染物治理已成为城市环保工作重点之一 

恶臭污染物是指一切刺激嗅觉器官引起人们不愉快及损坏生活环境的气体物质，主要产生于

水污染治理（包括污水处理、污泥处理、配套泵站）、固废处理（如垃圾处理）、工业废气、公共

建筑等多个行业，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恶臭污染物中的芳香族化合物，如苯、甲苯等具有致癌、致畸和致突变作用。恶臭污染物与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等组成的废气，已成为公众最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根据生态环境部全国环保

举报管理平台统计，2017 年全国恶臭/异味投诉占所有环境问题投诉的 17.5%，仅次于噪声，居第

二位。其中城镇污水处理厂恶臭污染物投诉案例成上升趋势，部分污水处理厂被新建居住区或商



业区包围，又因为工艺落后存在臭气散逸的情况，成为城市中重要恶臭污染源。 

2）产业发展存在旺盛需求，行业集中度不高 

根据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发布的《中国环保产业发展状况报告（2018）》显示：2017 年，

统计范围内环保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11681.4 亿元，其中，大气污染防治占比约 14%，即 1635.4 亿

元。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打赢蓝天保卫战投资直接用于购买环保产业的产品和服务约 2530 亿元。

未来三年，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环保业务收入平均每年将增加 843 亿元。随着大气污染防治要求的

提高，大气污染防治逐渐进入细分领域，恶臭污染催生的治理、监测和监管等领域的市场空间有

望达到千亿量级，市场需求旺盛。 

我国恶臭污染物治理与污水处理，脱硫、除尘等相比仍处于初级阶段，从事恶臭污染物治理

数百家企业多为 2002 年之后成立，行业集中度不高，市场竞争激烈。 

3）国家标准体系的不断完善，促进了行业持续发展 

由于恶臭污染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社会危害性，《全国生态保护“十三五”规划纲要》、《环境

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均将恶臭污染、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列为重点污染

防治对象，《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三五”发展规划》中也将制、修订恶臭污染及挥发性污染物的相

关标准列入规划。 

近年来，以上海、天津、山东为代表的发达地区不断提升废气排放地方标准，如《恶臭（异

味）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025-201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1/933-2015）、《城镇

污水处理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982-2016）、《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059-2018）等。

这些标准的相继出台与实施，促进了废气净化技术水平和治理效果的显著提升，为行业的持续发

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4）技术发展状况及趋势 

恶臭污染物，按作用机理不同，解决方法可分为密封法、稀释法、掩蔽法和净化法四大类。

净化法作为最彻底的解决措施，主要是对收集的恶臭气体采用吸附法、化学法、生物法和催化氧

化等技术进行处理。 

恶臭污染处理技术的选择，要根据恶臭物质的来源、浓度、性质及处理要求决定。但由于恶

臭物质的非单一性和复杂性，单一的恶臭处理技术很难达到预期的处理效果，因此需要将各种技

术进行组合，形成复合型恶臭污染物处理技术工艺，从单一的处理单元发展为多种技术组合式应

用。目前，在我国生物滤池、催化氧化净化技术装备等系列高效废气复合净化技术装备在废气净

化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已成为本领域的主流工艺环节。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1）污泥脱水干化领域 

公司低温真空脱水干化一体化技术装备在核心工艺、核心部件两方面，均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技术创新与突破，技术壁垒高，产品定位高端。 

截至 2020 年末，公司低温真空脱水干化一体化技术装备已在全国 30 余项污泥脱水干化项目

中成功应用，承接项目污泥处理设施设计处理能力总规模超 91 万吨/年。其中，2016-2020 年公司

承接及投产项目的污泥处理设施设计处理能力总规模约 89 万吨/年，根据公司估算，约占

2016-2020 年全国城镇新增或改造污泥无害化“十三五”规划处置能力的 4.1%；根据公司测算，公

司在上海、广州承接项目的污泥处理设施设计处理能力总规模已分别占上海、广州污泥无害化处

理设施规模的近 25%。 

在市政领域，公司承接了行业内标志性的上海泰和污水处理厂（全地下，国内水、泥、气、

声综合治理标准最高的污水处理厂工程）、上海虹桥污水处理厂、广州市中心城区大观净水厂、江

高污水处理厂、石井污水处理厂等多个大型地下式污水处理厂的污泥脱水干化标杆项目以及上海

http://huanbao.bjx.com.cn/tech/search_hyt0_hys0_zn0_key%B6%F1%B3%F4%CE%DBȾ.html


老港暂存污泥库区污泥处理服务项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项目）；在工业领域，先后承接并完成了

胜科水务（石化行业）、晟碟半导体、和辉光电、宇通客车等重点行业标杆企业高难度的危废污泥

减量项目，公司已成为在国内市政与工业污泥处理领域技术领先、有重大影响力的企业。 

（2）废气净化领域 

废气净化领域尚处于发展初期，该领域的公开市场数据有限，因此难以测算市场份额。公司

在该领域已承接了上百项污水处理厂和工业企业恶臭污染物与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废气处理项目，

包括上海石洞口污水处理厂（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体化活性污泥法生物反应池）提标改造工程

除臭提标项目、上海竹园片区污泥处理处置扩建工程（上海市污泥集中处理三大片区之一的标杆

工程）除臭项目、上海石洞口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二期工程（国内首个接收半干污泥的污泥焚烧

工程）除臭项目等多项上海市级重大工程项目，废气处理设施的总处理能力已超过 500 万立方米/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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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在新技术方面的发展情况与未来发展趋势 

1）污水厂内污泥脱水干化减量化技术的开发应用已成为行业主流方向 

现阶段，国内城镇和工业等各类污水处理厂产生的多数污泥尚未得到妥善处置，由此引起了

严重的二次污染，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抵消了污水处理过程的“污染减排”成果。目前在污水厂污

泥处理工段传统的技术装备多为单独的污泥浓缩脱水设备，污泥脱水后的含水率只能达到 80%左

右，与减量化和无害化要求相差较大；而通过添加大量无机混凝剂的方式，含水率可降至 60%左

右，但会带来增加污泥干基量、降低热值、限制污泥出路等诸多弊端。 

如果需要进一步降低污泥含水率，则需要增加污泥干化设备。无论污泥最终是进行卫生填埋、

焚烧、建材利用还是园林绿化，干化减量都是其必然之路。 

污泥干化设备一般采用热干化方式，即通过对污泥进行加热，将污泥内部的含水量降到传统

的脱水工艺所无法达到的程度。采用的热源包括天然气、蒸汽、燃油、热水等，一般可分为直接

干化和间接干化两大类别： 

一是直接干化，将热源直接引入干化设备，通过高温气体与湿物料的接触、对流进行换热。

特点是尾气排放量大，且排放尾气中粉尘量大、臭气含量高，后续处理难度高，热能回收困难。

代表性设备类型有转鼓干化机、带式干化机等。 

二是间接干化，将热量通过热交换器，传给某种介质，如导热油、蒸汽、热水或空气等。热

介质在一个封闭的回路中循环，与被干化的物料不直接接触，污泥中的有机物不易于分解，能大

大改善生产环境，且废气处理量小。虽然其热交换效率相对直接加热稍低，但其排放风量小，热

量回收率高。代表性设备类型有桨叶干化机、圆盘干化机、流化床干化机、低温真空脱水干化一

体机等。 

 

国内外主流污泥干化技术对比情况见下表： 

比较项目 

低温真空脱水干化 

一体化技术 

（复洁环保） 

圆盘干燥机 

（德国、日本） 

倾斜浆叶干燥机 

（日本） 

二段式污泥干化 

（法国） 

流化床干燥机 

（日本） 

设备投资 一般 一般 高 较高 较高 

占地面积 一般 一般 一般 较大 较大 

干 化 后 污

泥含水率 

全干化/半干化 

10～50% 

全干化/半干化 

10～50% 

全干化/半干化 

10～50% 

全干化 

10～20% 

全干化 

10～20% 

设备寿命 长 短(磨损) 一般(磨损) 一般 短(磨损) 



能耗 低 较高 较高 较高 高 

维护费用 一般 偏高 偏高 较高 较高 

现场环境 
环境良好。无粉尘污

染、噪声一般。 

环境一般。无粉

尘污染、噪声大。 

环境良好。无粉尘

污染、噪声一般。 

环境良好。无粉尘

污染、噪声一般。 

环境差。粉尘多、

噪声大。 

设备故障 磨损小，维修简单。 
污泥易黏结，磨损大，转动部件多，

维修难度高。 
污泥易黏结，转动部件多。 

安全性能 

系统负压运行，无粉

尘，无任何安全隐

患。 

气体中有大量粉尘，在氧含量适宜的情况下，易使干燥机内部产生爆燃的

可能。 

环保性能 

水、气、噪声得到全

面控制，无二次污

染。 

间接换热、密封、蒸发气体负压回收

冷凝，少量不可冷凝气体进行除臭或

送焚烧系统。 

水、气、噪声得到

全面控制，无二次

污染。 

干化过程温度高，

废气组分复杂，处

理难度大。 

资料来源：《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与装备》 

近年来，针对我国污水处理厂污泥脱水干化和源头减量的现实需求，行业龙头企业因地制宜，

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适合我国国情、运行管理简便、安全、高效、经济、绿色的新型污泥

脱水干化成套技术和装备，已逐渐成为我国污泥处理处置行业技术装备发展的主流趋势。 

2）脱水干化“一体化”工艺，是未来全球污泥脱水干化技术的重点创新发展方向之一 

为了实现污泥的高效深度减量，传统的脱水+干化“两段式”工艺存在流程长、成本高、污染

大等一系列技术困难。为此，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外不少发达国家对污泥脱水干化一体化工

艺及技术装备开展了创新研发，尝试在一台设备中完成脱水与干化两种功能，最大限度地提升污

泥减量的效率。 

部分欧洲污泥装备企业以离心机为基础，但由于受到离心机固有的螺杆结构特点及其机械脱

水能力的限制，无法满足污泥脱水干化技术设备工业化制造和低成本运行的实际需求。 

部分国内外企业依托带式压滤机为主体，集成真空系统，开发了带式真空脱水设备，但该设

备需要持续开启真空系统，导致运行能耗居高不下，环保条件差，且设备真空度低，脱水效果差，

无法满足污泥干化含水率的要求，限制了该技术装备在污泥脱水干化领域的推广应用。 

与离心机、带式机相比，板框压滤机是常规机械脱水工艺中具有最大化脱水能力的设备，因

此多年以来，国内外行业内多家知名企业均尝试依托板框压滤机，开发脱水干化一体化装备，但

由于干化滤板在材料选择、生产工艺、生产装备、质量控制等方面的苛刻要求，并且一体化的工

艺技术难度较大，目前市场上仅复洁环保自主研发成功了基于板框压滤机的低温真空脱水干化一

体化技术装备，并且实现了大规模推广应用和长期连续稳定运行，取得了显著的综合效益。 

3）废气的收集、预处理技术日益受到重视，末端治理技术日益规范 

随着《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标准》和《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的发布，

企业越来越重视废气收集技术的研发积累，包括集风方式、收集系统设计、集气罩选型等。 

而废气预处理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末端治理的效果。多级干式过滤技术、喷淋吸收技术等废

气预处理技术不断发展，其它如除漆雾、除焦油等净化技术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技术之一。 

末端治理技术：吸附、焚烧、催化燃烧和生物净化等传统的治理技术依然是 VOCs 治理的主

流技术。为克服单一技术的局限性，需要根据技术经济可行性合理选择，针对不同条件采用多技

术耦合工艺。 

4）面向更严排放标准，高效复合废气净化技术成为主流方向 

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区域污染物浓度分布特点，采用不同的复合式处理工艺，提供整体解决

方案，将是废气净化领域工艺技术研究和发展的主要方向。 

同时，由于长期以来“重水轻泥”的客观情况，污水处理厂内尤其是污泥处理处置环节的废

气和臭气处理总体水平相对较低。随着当前和今后对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水平和治理力度的不断提



高，该环节将成为污水处理厂废气净化技术需求的又一重要来源。 

（2）行业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方面的发展情况与未来发展趋势 

1）因地制宜的污泥最终处置方式是未来趋势，技术和装备的供应商需要提供高效的污泥脱水

干化整体解决方案。 

2）据生态环境部统计数据，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共有 2198 家省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按规定

建成了污水集中处理设施，随着国家对危废管理力度逐渐加强，工业（危废）污泥处理处置市场

需求将逐渐释放。 

3）泥、水、气同步治理已成为行业共识，与污水处理相比，污泥、废气治理补短板将给行业

带来新机遇。 

4）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融合是大趋势，自动化控制水平、信息化水平、智慧运维的应用

将大面积推广，是未来重要的业务增长点。 

5）资源化、能源化是污泥处理处置未来追求的主要目标，污泥处理先进技术装备在持续大规

模推广应用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技术装备与污水污泥性质的适应性和匹配性，提高脱水干化效率、

降低设备投资及运行成本，加强污泥处理单元技术装备与上下游工艺技术的整合对接，拓展污泥

处理产物的出路，探索污泥中有价资源回收与利用等方面，将成为污泥处理处置领域工艺技术研

究和发展的主要方向。 

6）生态环境部已发布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修订征求意

见稿，对现行标准进行大幅度提标，将给恶臭治理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并对恶臭污染物治理企

业在技术综合应用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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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410,893.91 415,934,312.32 196.54 339,310,447.82 

营业收入 375,761,413.32 343,456,783.20 9.41 188,700,83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6,733,198.96 64,148,164.63 4.03 33,075,81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1,545,146.21 59,149,620.59 4.05 31,859,03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78,021,968.22 247,576,846.09 335.43 128,178,666.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5,527,072.29 -38,693,337.59   112,140,174.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11 1.23 -9.76 0.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11 1.23 -9.76 0.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46 35.00 减少22.54个百分点 31.99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5.96 5.97 减少0.01个百分点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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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14,789.42 117,420,992.06 101,044,434.13 123,181,19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78,439.01 24,957,272.33 13,338,687.60 26,058,80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313,169.05 23,749,693.74 12,714,302.71 22,767,980.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824,696.66 -57,011,651.67 -3,404,687.96 23,713,9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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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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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文俊 0 11,992,904 16.54 11,992,904 11,992,904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杭州隽洁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6,630,000 9.14 6,630,000 6,630,0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海邦明科兴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0 5,122,566 7.06 5,122,566 5,122,566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海惠畅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0 4,990,214 6.88 4,990,214 4,990,214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英硕翔腾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 4,871,834 6.72 4,871,834 4,871,834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许太明 0 4,086,544 5.63 4,086,544 4,086,544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国投（上海）创

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国投（上

海）科技成果转

化创业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伙） 

0 3,195,383 4.41 3,195,383 3,195,383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海众洁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0 3,132,675 4.32 3,132,675 3,132,675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孙卫东 0 2,547,214 3.51 2,547,214 2,547,214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宁波鼎晖百孚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鼎晖祁蘅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1,917,230 2.64 1,917,230 1,917,23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黄文俊、许太明、孙卫东和上海众洁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黄文俊和上海众洁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李

峻为夫妻关系；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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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务收入 37,576.14万元，较 2019年同期增长 9.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673.32 万元，较 2019年同期增长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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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

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

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 年 1 月 1 日 

存货 114,158,898.04 -24,731,509.68 89,427,388.36 

应收账款 87,066,631.18 -17,191,858.66 69,874,772.52 

合同资产  41,923,368.34 41,923,368.34 

预收账款 41,845,915.27 -41,531,629.54 314,285.73 

合同负债  41,531,629.54 41,531,629.54 

 

2、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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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复洁环境工程（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复洁公司）、浙江复洁环保设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复洁公司）2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

注六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