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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3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21-066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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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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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新环境 股票代码 00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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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坤 张菁菁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69 号人民政协

报大厦 10 层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人民政协报

大厦 10 层 

电话 010-88146320 010-88146320 

电子信箱 zhqb@qingxin.com.cn zhqb@qingxin.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55,102,282.77 1,223,685,513.64 3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4,247,120.93 132,701,845.07 2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4,275,051.80 132,567,192.92 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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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7,127,196.77 139,479,161.59 12.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22 0.1255 5.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22 0.1255 5.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6% 2.73% 0.7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2,855,759,677.99 10,960,870,318.00 1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68,305,543.98 4,670,206,686.16 34.2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0,03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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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47% 596,118,979 322,448,979 质押 298,059,489 

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0% 216,201,570    

新疆中能华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5% 34,323,200    

王瑜珍 境内自然人 2.30% 32,23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清新环境员工持股计划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02% 14,332,790    

李俊风 境内自然人 0.22% 3,152,931    

俞雄华 境内自然人 0.21% 3,002,300    

杨六明 境内自然人 0.21% 3,000,000    

郑欣 境内自然人 0.20% 2,753,09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9% 2,604,1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的控股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上述其他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

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将所持有

的部分公司股份出借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报告期末,之前

借出的股份 3,000,000 股已归还，该转融通证券出借股份的所有权不

会发生转移； 

2、公司股东新疆中能华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 14,180,000 股股份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20,143,200 股股份，实际合计持有 34,323,200

股股份； 

3、公司股东王瑜珍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2,980,000 股股份外，

还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9,250,000 股股份，实际合计持有 32,230,000 股股份； 

4、公司股东李俊风通过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3,152,931 股股份； 

5、公司股东俞雄华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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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账户持有 3,002,300 股份； 

6、公司股东郑欣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2,753,092 股份。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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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

一期） 

20 清新 G1 149060 2020 年 03 月 12 日 2025 年 03 月 13 日 80,000 3.79%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9.55% 55.4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3 6.83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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