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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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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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65,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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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春环保 股票代码 00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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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斌 金海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江滨东大

道 138 号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江滨东大

道 138 号 

传真 0571-63553789 0571-63553789 

电话 0571-63553779 0571-63553779 

电子信箱 252397520@qq.com jinhai_777@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和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局之年，也是在经历疫情后我国

经济重回发展正轨的关键之年。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全球碳中和及能源紧张的大趋势

下，我国经济保持稳定恢复。热电联产行业受益于其能量高效利用和低碳清洁的优势，未来

仍将继续向好发展；但同时，受国内疫情防控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影响，2021年各行

业生产成本明显上升，经营形势日趋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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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前经营环境，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经营发展，提升公司管控能力，坚持战略定力，树立发展信心，积极应对挑战。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6,971.2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658.61万元，下降1.86%；利润总额

51,160.1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219.27万元，增长13.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213.9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384.57万元，增长11.35%。2021年，公司总体上实现了健

康、平稳发展的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各板块业务稳步发展，富阳产业基地腾退工作及异地新建、扩建项目有

序推进。公司完成了富阳产业基地的拆迁腾退，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共计收到拆迁补偿款

169,074.34万元（其中母公司105,118.41万元，新材料9,683.64万元，清园生态54,272.29

万元）。EPC业务板块经过战略调整后，立足钢铁行业余热节能项目，锚定发展目标，取得了

良好开端。报告期内，公司以腾退促转型，化危机为机遇，抓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牛

鼻子，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助力企业向科技型企业和智慧型企业转型。报告期内，公司各个

板块业务发展情况如下： 

（1）固废、危废处置板块 

固废资源化回收利用方面，报告期内，铂瑞南昌100吨/天污泥掺烧处置项目已通过南昌

市行政审批局的备案批复，并于2022年2月25日通过专家评审会，目前正在申报批复中。该项

目若成功实施将为妥善解决南昌县污泥处置找到新的出路；此外参股孙公司紫石固废积极推

进海安市固废处置中心建设工程项目，该项目规划污泥处理能力为500吨/天。该项目建成后，

可以实现污泥减量化、无害化、稳定化及资源化处置。 

危废资源化回收利用方面。报告期内，受益于公司管理整合及产品价格的上涨，遂昌汇

金生产经营稳定，形势良好。其下属子公司汇金环保5万吨危废处理项目和10万吨一般固废资

源综合利用回收生产线，于2021年11月完成“三同时”验收，并于2022年初正式投产。该项

目的投产可有效解决遂昌及丽水周边地区小微企业危废处置难、费用高、不易管理等问题。 

（2）热电联产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配合杭州地方政府规划，对富阳产业基地进行拆迁腾退。同时公司

加快推进异地项目建设，新增投运热电联产项目3个，新增装机容量70兆瓦、锅炉蒸发量540

吨/小时。其中铂瑞万载热电联产一期项目2炉1机工程于2021年2月投运，江苏热电溧阳市北

片区热电联产项目二阶段1炉1机工程于2021年4月投运，东港热电三期2炉1机扩建项目于2021

年5月投运。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尚有在建热电联产项目3个，分别为常安能源热电联产二期扩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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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瑞义乌高新区智慧能源中心热电联产项目、铂瑞南昌热电联产项目。常安能源热电联产二

期扩建项目建设规模为2炉2机，整体投运后将新增装机容量50兆瓦，新增锅炉蒸发量360吨/

小时，目前第一阶段1炉1机工程已完成93%。铂瑞义乌高新区智慧能源中心热电联产项目建设

规模为2炉1机，工程已完成60%，投运后将新增装机容量9兆瓦，新增锅炉蒸发量180吨/小时。

铂瑞南昌热电联产项目建设规模为2炉1机，工程主体建设已完成，正式投运后将新增装机容

量18兆瓦，新增锅炉蒸发量260吨/小时。 

（3）环境监测板块 

2020年12月，由浙江大学主编，子公司研究院参编的“二噁英在线检测技术团体标准”

正式发布，该团体标准发布，显著提升了二噁英在线监测产品的社会知名度与市场关注度。

报告期内，研究院顺应市场形势，转换战略思维，针对市场需求，主动调整产品结构，创新

的开发了“垃圾焚烧烟气二噁英移动式在线监测设备”，该设备目前已顺利用于龙净环保温州

德长环保项目。 

此外，报告期内，铂瑞能源签订2个EPC项目，合同金额共计52,280万元。其中，河北唐

银公司退城搬迁项目2×65兆瓦超高温超高压富余煤气发电工程项目，合同金额33,280万元，

该项目是铂瑞能源的传统煤气发电优势项目；徐州龙兴泰能源科技公司260万吨/年焦化项目

配套3x180吨/小时（熄焦量）干熄焦余热发电工程项目，合同金额19,000万元，该项目是国

内首创的无水熄焦备用的超高温超高压干熄焦余热发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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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9,066,746,723.62 11,121,958,591.41 -18.48% 9,103,113,13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11,929,756.95 3,801,909,483.18 2.89% 3,803,908,569.52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569,712,538.02 4,656,298,656.64 -1.86% 4,115,696,39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2,139,895.50 298,294,223.48 11.35% 300,410,19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6,400,396.87 280,475,347.44 -51.37% 268,081,272.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5,901,335.91 369,370,054.49 72.16% 315,702,340.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4 11.76%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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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4 11.76% 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3% 7.73% 0.80%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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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583,589.51 1,064,472,343.49 1,127,223,755.75 1,525,432,84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064,303.48 114,200,783.82 61,580,506.28 37,294,30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981,253.18 112,428,436.99 22,042,605.69 -19,051,898.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490,916.92 24,107,779.98 251,002,065.77 163,300,57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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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44,87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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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昌水天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49% 177,242,920 0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50% 125,392,438 0   

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8% 27,544,401 0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3% 11,500,000 0   

浙江省联业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9% 10,289,359 0   

深圳招华城市发展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10,000,000 0   

杭州嘉曦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6% 5,750,000 0   

徐俊 境内自然人 0.60% 5,2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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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金娟 境内自然人 0.59% 5,100,000 0   

王建义 境内自然人 0.52% 4,5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南昌水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浙江省联业能源发展公司为发起人股东，上述

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股东以外的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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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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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以富阳产业基地拆迁腾退为发展契机，加快产业布局的同时聚焦主业，

主动优化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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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春江街道办事处就富阳产业基地拆迁腾退签订了拆迁补偿

协议。根据前述协议，富阳产业基地合计将获得拆迁补偿款221,620.56万元（其中母公司

150,728.26万元，新材料10,759.58万元，清园生态60,132.72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

共计收到拆迁补偿款169,074.34万元（其中母公司105,118.41万元，新材料9,683.64万元，

清园生态54,272.29万元），尚有52,546.23万元未收到（其中母公司45,609.85万元，新材料

1,075.95万元，清园生态5,860.43万元）。 

公司加快推进异地项目建设，新增投运热电联产项目3个，新增装机容量70兆瓦、锅炉蒸

发量540吨/小时。其中铂瑞万载热电联产一期项目2炉1机工程于2021年2月投运，江苏热电溧

阳市北片区热电联产项目二阶段1炉1机工程于2021年4月投运，东港热电三期2炉1机扩建项目

于2021年5月投运。 

铂瑞能源签订2个EPC项目，合同金额共计52,280万元。其中，河北唐银公司退城搬迁项

目2×65兆瓦超高温超高压富余煤气发电工程项目，合同金额33,280万元，该项目是铂瑞能源

的传统煤气发电优势项目；徐州龙兴泰能源科技公司260万吨/年焦化项目配套3x180吨/小时

（熄焦量）干熄焦余热发电工程项目，合同金额19,000万元，该项目是国内首创的无水熄焦

备用的超高温超高压干熄焦余热发电项目。 

随着铂瑞能源逐步走上发展轨道，为加强总部管控，提升管理效率，公司以人民币

11,250.00万元收购了铂瑞能源的剩余15%股权，并于2021年12月办理完成工商变更事宜。 

鉴于渌渚环境投资回报周期较长，业务较为单一，基于发展战略布局，报告期内公司将

持有的渌渚环境51%股权以人民币29,000.00万元价格转让给光大环保（中国）有限公司，并

于2021年10月办理完成工商变更事宜。 

2018年5月，公司参股40%股权的杭州万石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饶市鼎鑫

金属化工有限公司等签署了《关于上饶市鼎鑫金属化工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和《关于上饶

市鼎鑫金属化工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因鼎鑫化工2018年、2019年未能实现前述《增资协议》

约定利润，亦未能在约定期限内申报IPO，触发了前述《增资协议》的回购条款。报告期内，

公司及万石成长与鼎鑫化工实控人等就回购事项签订了《回购协议》。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

收到回购款合计4,200万元；剩余1,800万元回购款将于2022年6月底结清。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娇 

2022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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