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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67       证券简称：圣元环保        公告编号：2022-024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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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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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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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741,053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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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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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圣元环保 股票代码 300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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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文钰 何玖玖 

办公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宝洲路宝

洲污水处理厂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宝洲路宝

洲污水处理厂 

传真 0595-22503949 0595-22503949 

电话 0595-22503948 0595-22503948 

电子信箱 chinasyep@126.com chinasyep@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专注于城镇固液废专业化处理业务，主要通过取得 BOT 等特许经营方

式从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和生活污水处理等项目的投资、运营管理及维护业务，

是我国领先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和生活污水处理项目运营商之一。 

公司专注主营业务发展，除拓展垃圾焚烧新项目外，也在积极拓展固废处

置范围，包括环卫一体化项目，一般工业废弃物的处置，以及餐厨、厨余等垃

圾分类处置工作，并同步推进风电、光伏资源、氢能的储备和开发等工作。 

（2）主要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2.96 亿元，同比增长 122.08%；实现净利

润 4.71 亿元，同比增长 55.2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71 亿元，同比

增长 55.27%；总资产 78.1 亿元，同比增长 12.64%；净资产 32.19 亿元，同比增

长 18.05%；每股净资产 11.85 元，每股收益 1.7353 元。 

（3）主要产品及服务 

垃圾焚烧发电业务：2021 年度，公司已运营垃圾焚烧发电厂全年累计接收

垃圾进厂量 484.58 万吨，同比增长 16.81%；全年累计发电量 16.61 亿度，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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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31.06%；上网电量 14.31 亿度，同比增长 31.29%。 

生活污水处理业务：公司投资运营生活污水处理厂 5 个以及生活垃圾渗滤

液处理站 1 个，均位于福建省境内。2021 年度，由于市政管网排查维护，公司

全年共计处理生活污水 8,139.77 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 7.96%。 

新能源业务：主要开展分布式光伏项目及海上风电项目建设。截至 2022 年

3 月底，公司六个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均已建设完成并相继并网，实际装机容量

4,594.60KW，按照平均全年日照时数 1300 小时计算，年总发电量约为 597.30

万千瓦时。自上市以来，公司开始筹划布局福建省海上风电业务，2022 年 1 月

4 日，公司与三峡启航于签订了《福建省海上风电及光伏发电项目合作协议》，

充分发挥双方各自的资本及资源优势，共同开发新能源项目市场。 

（4）行业发展变化 

垃圾焚烧发电：从行业发展情况分析，未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开拓的市场

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随着垃圾焚烧发电国补新政的发布，固废领

域出现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发展格局，机遇主要体现在垃圾焚烧发电、土壤修复、

危废处理和餐厨垃圾分类处理等细分领域市场空间扩展增长；挑战主要体现在

环保督查、垃圾发电补贴电价政策变化、环保监管趋严等，对相关产业的精细

化和专业化运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随着我国垃圾分类政策不断深入推

进，各地正构建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生活垃圾全流程

分类管理体系，末端厨余垃圾、危废处置处理及再生利用需求增加。 

污水处理：污水处理行业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特征。随着市政管网的不断

升级改造，雨污分流成效显著，雨季和非雨季对污水处理厂的污水进厂量的影

响已不明显。受益于国家政策鼓励，我国近年水环境治理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污水处理率不断提高，污水处理厂数量持续增加，污水处理取得了一定成效。“十

四五”期间，无论是污水处理的新增规模增长，还是提质增效带来的存量市场，

亦或是流域治理的新市场空间等，各细分领域仍将持续发展，未来仍将有广阔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4 
 

的市场空间。 

（5）市场竞争格局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不存在行业地位和

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形。公司的项目主要分

布在福建、江苏、安徽、山东、甘肃等省份。近年来公司业务发展迅速，增长

率较高，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在技术实力指标以及毛利率、净利率等

主要财务指标方面，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近，体现出公司具备人才优势、项目

管理效益高等综合实力，保持了一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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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9,933,530.15 6,933,723,754.08 12.64% 4,207,683,13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219,291,977.56 2,726,974,291.16 18.05% 1,204,463,876.89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295,681,048.35 1,033,725,653.71 122.08% 888,339,18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71,539,757.10 303,699,283.52 55.27% 217,395,47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12,898,075.17 300,661,253.91 37.33% 215,681,453.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83,535,790.16 483,244,982.48 -20.63% 443,797,192.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353 1.3414 29.36% 1.06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353 1.3414 29.36% 1.06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8% 17.23% -1.45% 19.83%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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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469,787.18 
1,101,197,148.5

6 
427,967,185.62 501,046,92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2,670,292.08 239,024,555.30 71,107,463.29 38,737,44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214,666.42 236,410,479.24 81,085,636.35 26,187,293.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213,442.38 89,326,512.19 86,001,948.03 178,993,88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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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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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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4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4,22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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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恒冰 境内自然人 25.00% 67,943,152 67,943,152   

朱煜煊 境内自然人 12.20% 33,161,946 33,161,946   

许锦清 境内自然人 2.99% 8,132,531 0   

朱萍华 境内自然人 2.73% 7,428,864 7,428,864   

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1% 6,557,176 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41% 6,539,328 0   

钟长民 境内自然人 1.65% 4,480,000 0   

王长能 境内自然人 1.34% 3,633,040 0   

朱惠华 境内自然人 1.31% 3,559,664 3,559,664   

钟帅 境内自然人 1.21% 3,29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朱煜煊和朱恒冰系父子关系，为一致行动人；朱萍华为朱煜煊的姐姐，朱惠华为朱煜煊

的妹妹。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钟

长民和钟帅系父子关系，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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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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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承诺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等各承诺方主体均履行了做

出的相应承诺，不存在违背相关承诺约定的情形。 

2、资金占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

金。 

3、违规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无违规对外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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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审计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1)本报告期未发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情况。 

(2)本报告期未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情况。  

(3)本报告期未发生反向购买的情况。 

(4) 本报告期未发生处置子公司的情况。 

(5)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本公司子公司厦门金陵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 445,000.00 元收购福建银链

建设有限公司 100%股权，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已于 2021 年 4 月办理完毕。由于

合并日福建银链建设有限公司并未开展经营活动，不构成业务，故本次交易不

形成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 

序  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报告期间 
纳入合并范

围原因 

1 厦门市圣元绿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绿创 2021年度 新设立 

2 庆阳圣元圣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庆阳圣泽 2021年度 新设立 

3 济宁圣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济宁环保科技 2021年度 新设立 

4 厦门圣元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圣元绿色能源 2021年度 新设立 

5 鄄城圣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鄄城环保科技 2021年度 新设立 

本报告期内减少子公司： 

序  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减少原因 

1 泉州市安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安晟 公司注销 

2 云南广南圣元能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云南广南 公司注销 

6、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2021 年度审计收费 130 万元（不含税），拟续聘其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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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7、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破产重整、重大诉讼、仲裁以及受到重大行政处

罚情形。 

8、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所负数额较

大的债务到期末清偿等情况。 

9、其他重要事项 

公告 公告编号 披露日期 事项 

关于参与认购基金份额暨对

外投资的公告 
2021-004 2021年1月26日 

为优化投资结构，提升公司资金

投资收益水平和资本运作能力，

推进公司产业的发展，公司拟使

用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3亿元参

与认购中原前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基金份额。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

限售股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2021-008 2021年3月1日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上市流通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公告 
2021-044 2021年5月31日 董事会换届 

关于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公告 
2021-043 2021年5月31日 监事会换届 

关于山东郓城圣元环保电力

有限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二期工程纳入2021年第

十批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

目清单的公告 

2021-046 2021年6月1日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纳入国

补目录清单 

关于下属四个项目纳入第十

一批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

目清单的公告 

2021-047 2021年6月17日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纳入国

补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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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 
2021-048 2021年6月29日 

公司以总股本为271,741,053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股利人民币1.2元（含税），

合计派发 现金股 利 人民币

32,608,926.36元（含税）。 

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限售股

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

份上市流通的公告 

2021-054 2021年8月20日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

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为87,778,227股。 

2、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

份数量为5,383,143股,限售期为

12个月。 

3、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股

份数量共计93,161,370股，可上

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8月24日。 

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减

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进展公

告等 

2021-062、

2021-080、

2021-083、

2021-086 

2021年8月27日、

2021年11月12日、

2021年12月02日

及2021年12月17

日 

深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

公司股份26,757,155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9.85%，上述股东计划

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 减 持 公 司 股 份 不 超 过

16,304,463股，即减持比例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6%。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理财的公告 
2021-068 2021年10月11日 

公司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拟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3亿元进行投资理财，上述额度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

次董事会就理财投资事项进行

审议之日止，在前述额度和期限

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2021-074 2021年10月28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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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 

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并

完成结项，结项后节余募集资金

人民币16,360.26万元（包括截至

2021年9月30日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保本理财产品产生的投资

收益并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等，

但不包含未到期理财收益,最终

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

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暨提

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 

2021-078、

2021-082 

2021年11月02日、

2021年11月29日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陈文钰

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股份数37万股。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专户完成销户的公告 
2021-084 2021年12月03日 

首次公开发行各募集资金专户

结余资金用于永久补流后全部

予以注销。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煜煊 

2022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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