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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64                    证券简称：南大环境                     公告编号：2022-014 

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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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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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变更，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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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总股本 91,2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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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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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大环境 股票代码 30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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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李良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金银街 16 号科学楼 9 楼 

传真 025-83682796 

电话 025-83685680 

电子信箱 dmb@njuae.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1、环境调查与鉴定 

指通过实地考察、取样检测、资料调研等手段，对一定范围内的环境状况进行调查或检查，或者对环境污染危险特性、

环境污染严重程度或修复情况进行判别、鉴定、评估或验收。 

（1）水环境。报告期内，公司在华东地区10余个地市深入开展了重点河流、湖泊及海域排污口排查和溯源工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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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察和无人机航测、卫星遥感技术相结合，累计排查河道长度2000多公里、排查排污口14000余个，开展了4个地市及7

个区县的水污染物核算，并利用同位素溯源等技术开展了污染物的监测溯源，为相关管理部门全面有效掌握水环境污染来源

提供了扎实的数据基础。此外，公司在工业企业废水处理设施调查评估、重点企业废水排放调查、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重

点区域或企业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重点河道水生态监测及取水规范调查等方面也开展了大量工作。 

（2）大气环境。公司掌握有GC-MS、VOCs走航监测、颗粒物激光雷达、臭氧激光雷达、道路积尘负荷走航等高精尖大气

环境调查技术。报告期内，公司为20余个园区、地方政府提供了区域污染清单编制和大气颗粒物、VOCs、臭氧等污染因子溯

源服务，形成80余份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和问题清单，并将业务范围拓展至我国西南地区，为相关管理部门精准掌握区域大

气污染来源提供了有效支撑。此外，在华东地区为10余个重点园区和40余个重点企业提供了VOCs现状排查服务。 

（3）土壤、固废。公司是江苏省第一家获颁“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资质的企业，同时是江苏、安徽、上海等地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业务的主要技术支撑单位。报告期内，公司在全国范围开展的污染场地调查面积约1277万平方米（其中在沿

长江区域开展的退出化工地块污染场地调查面积约135万平方米），涉固体废物非法填埋案件司法鉴定技术服务70余件，生产

型企业产生固体废物危险性质鉴定30余例，切实保障了土壤环境安全。 

（4）生态环境。报告期内，公司生物多样性调查网络覆盖至全江苏省1/3的区域，累计调查监测到江苏地区动植物超3500

种，在江苏省内市场份额处于领先地位，同时积极将业务范围拓展至浙江地区，调查成果多次被《新华网》、《央视新闻》等

主流媒体和各地地方媒体报导。同时，公司积极聚焦“生物多样性”，着手开展了区县级GEP（生态价值总和）核算等新兴业

务。此外，公司还积极开展了若干生态红线区域调查、自然保护地遥感监测、湿地占用情况调查、自然保护区管理现状调查

等业务。 

2、环境研究、咨询与设计 

指通过对环境方面的现存问题、演化规律或处理技术进行研究，提出系统性的规划计划或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主要包括

环境研究与规划、建设项目环评、环境工程设计及其他技术服务。 

（1）水环境。报告期内，公司扎实开展流域污染成因分析、城镇污水治理提质增效等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在长三角

地区积极承担50余项重点流域或区域“十四五”水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水质达标方案、水资源利用

专项规划等，助力16个区县、180个城镇的污水提质增效工作，协助划定或调整5个水源地保护区，为区域水质提升和水环境

管理建言献策。设计各类工业、城镇污水处理厂站6座，为220余个自然村开展生活污水治理工程设计，为8家重点园区设计

了34.5万立方米的应急设施，为10余个港口码头和重点行业企业开展排水改造设计，荣获教育部优秀勘察设计奖4项、南京

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1项。此外，公司与南京市水务局联合研究制订了《南京市幸福河湖评价规范》，在幸福河湖建设、水

资源论证区域评估、节水机构创建服务、生态水量研究等新兴业务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业绩。 

（2）大气环境。公司构建了以卫星遥感、空气质量模型模拟等为核心技术的大气环境研究及空气质量综合保障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承担10余项区域“十四五”大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大气环境质量达标规划、大气环境容量研究等，

提供服务助力6个区县完成空气质量改善考核指标，作为核心技术单位参与京津冀地区三市臭氧与颗粒物协同管控研究、参

与第四届中国进口博览会等大型活动空气质量保障。紧抓碳达峰、碳中和时代机遇，成立了绿色能源与低碳发展研究中心，

报告期内开展了两项市厅级课题研究，若干项政府或园区“双碳”行动方案、企业碳排放核查等。报告期内，公司研制的两

项江苏地标《实验室废气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和《玻璃钢制品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通过审查，开展了100余项工业

园区或企业的定制化VOCs减排方案或设计服务，研究成果入选《环境工程》高被引学术论文。 

（3）环境综合治理。报告期内，公司发挥传统优势在华东地区开展了大量建设项目环评、规划环评、竣工环保验收、

排污许可、环保应急预案等业务，其中国家级、省级规划环评有10余项，获得两个地区环评单位服务测评第一名。积极承担

76个地级市和区县“十四五”生态环境环保规划，助力多个地方、园区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区、生态工业园创建或监测监控能

力建设。开展了10余项涉案固体废物应急清运处置方案、10余项污染场地修复方案、8项区县级地下水污染防治分区划定、2

项“无废城市”试点研究，参与设计及治理的填埋场容量共计427万方。协助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约75万公顷，规划及实施生

态修复面积约2000公顷。 

3、环境系统集成 

指按照客户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需求，为之研发或选择针对性的工艺技术路线，并提供设备和控制系统集成服务，以及设

计、建造、安装、调试等一项或多项服务，使该系统功能完整、性能优良、满足客户期望。 

（1）水环境。报告期内，公司研发的毒害性离子治理技术应用于数个尾矿库污水应急处理工程，将20万吨重金属污水

成功处置，承接河道治理工程业务累计35.1 km、水环境综合整治业务合计20公顷，保障了区域水生态环境安全。在村镇污

水治理领域，公司子公司南大生态持续深耕，开发的智慧运维系统取得了用户的高度认可。此外，公司还为多家企业或环保

基础设施单位提供了高效、优质的污水处理系统。 

（2）大气环境。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围绕恶臭性、难降解、高臭氧生成势的污染物，主要为医药、研发、电子、污水

厂、新能源等行业提供VOCs废气治理系统，累计承接项目30余项，业务范围覆盖江苏、安徽、山东、天津等省市。其中天津

某制药公司VOCs治理系统提标改造项目的实施为低沸点、高含卤废气的达标排放提供了一条可行途径，是解决国内医药行业

典型废气难题的一次创新。 

（3）生态环境。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了江苏某120MW光伏发电场异地生态修复工程，取得了良好的修复成效，在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COP15）上被评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100+案例”。此外，公司承接了水源地及

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构建业务合计水域面积181.2公顷，其中在苏州某水源地退圩还湖生态修复工程中通过构建水生态系统

等方法，保障了地方饮用水安全。 

4、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指排污者通过缴纳或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委托环境服务公司进行污染治理的活动。 

（1）水环境。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为奥托立夫（中国）及其关联企业和安徽省天长市提供污水处理厂站相关装置的日



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度报告摘要 

3 

常运维服务，通过科学控制、动态调整工艺条件，确保客户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 

    （2）环境综合治理。报告期内，公司在安徽、江苏、上海等地累计担任110余个地区、园区的环保管家，覆盖区域持

续扩大，成为长三角地区国家级、省级开发区相关业务的首选合作伙伴。全年投入三千余人次进行环保检查，发现了上万项

环保问题，并为企业开展了几十场环保专业培训。公司青年专家分别受邀在“首届第三方环保服务（环保管家）论坛”、“2021

年全国‘环保管家’服务认证机构案例精讲班”上做专题报告，获得较好反响。 

     

    二、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2021年度为“十四五”开局之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理念在本年度进入实质性落

实阶段，并将持续性引领“十四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环保工作的方向。 

从“十三五”时期的“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十四五”时期的“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充分体现了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也意味着污染防治攻坚战触及的矛盾和问题层次更深、领域更广，对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要求也更高。2021年11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针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总体形势作出了准确判断：“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

解，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问题仍然突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艰巨，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把“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红线，已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意见》将“精准治污、科学

治污”列为工作方针，对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全新的高要求。必须依托细致的研究、科学的调查掌握环境问题的成因机理及

其时空和内在演变规律，并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才能切中要害、实现突破，助力环境质量向好

发展，这为环境技术服务行业发展垫定了较好的市场基础。此外，《意见》将生态环境保护的范围从污染防治拓展到了应对

气候变化，要求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标志着环境技术服务行业市场将在生态文明战略的指导下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环

境服务行业正迎来高速发展的黄金期。 

公司发源于底蕴深厚的南京大学，深耕环境技术服务行业多年，作为该领域首家上市公司，已形成集环境问题的调查溯

源、研究诊断和治理修复为一体的功能属性，是该行业的标杆企业，拥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作为率先对污染物在水、气、土

界面迁移转化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和应用的企业，公司在高分辨率高精度排放清单技术、毒害性有机废气中VOCs高效去除技术、

区域流域复合污染监控与预测技术、含毒害性离子废水处理技术、生物多样性修复技术等领域已经居于行业领先或先进的技

术水平，并已经得到了良好的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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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052,970.71 1,369,949,427.78 6.21% 439,894,72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4,640,485.38 1,069,661,696.45 4.20% 193,295,150.6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518,674,842.06 483,508,741.49 7.27% 423,454,92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978,788.93 131,934,925.76 -29.53% 109,887,03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955,471.57 111,687,880.14 -26.62% 97,243,182.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868,510.36 105,947,807.66 -17.06% 145,298,564.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2 1.74 -41.38% 1.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2 1.74 -41.38% 1.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4% 26.56% -18.02% 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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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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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94,407,548.34 162,212,530.99 106,006,181.39 156,048,58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33,126.75 42,990,248.52 5,157,895.97 23,597,51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931,261.63 40,299,989.52 -2,443,581.44 26,167,801.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246,282.23 -111,929.73 26,068,624.74 103,158,09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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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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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资

本运营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0.00% 27,360,000 27,360,000   

南京国环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6.94% 24,565,161 24,565,161   

南京南高管

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19% 8,384,516 8,384,516   

南京两江管

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87% 8,090,323 8,090,323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汇添

富中证环境

治理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

金（LOF） 

其他 0.28% 252,727 0   

胡君 
境内自然

人 
0.13% 115,520 0   

余风华 
境内自然

人 
0.12% 110,690 0   

谢芝群 
境内自然

人 
0.11% 96,900 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方

中证长江保

护主题交易

型开放式指

其他 0.10% 94,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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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证券投资

基金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

德中证环境

治理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

金（LOF） 

其他 0.10% 93,96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南京大学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南京国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南高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及南京两江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

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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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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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26日和5月1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48,000,00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00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8,000,000元（含税），不送红股，

同时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9股，合计转增43,200,000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91,200,000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5月27日。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1年5月

27日实施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28日、5月18日和5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 

2021年8月26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南大资产通知，南大资产与南大资运营公司本签署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南

大资产拟以无偿划转方式将其持有的南大环境全部股份27,360,000股（占南大环境总股本的30%）划转至南大资本运营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6日发布的《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暨控股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1年9月27日，划转双方已办理完成了证券过户登记手续，并收到了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上述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过户日期为2021年9月24日，股份性质为限售流通股。控股股东变更为南大资本运营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27

日发布的《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完成过户登记暨控股股东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9）。 

2021年11月1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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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集团股份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等

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

独立意见，本次拟实施的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需取得上级审批部门审核批准。具体内容详见于2021年11月16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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