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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67                证券简称：圣元环保            公告编号：2022-059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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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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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元环保 股票代码 30086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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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陈文钰 何玖玖 

电话 0595-22503948 0595-2250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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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syzq2016@163.com syzq2016@163.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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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

期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912,568,114.83 1,366,666,935.74 1,399,210,832.41 
-

3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120,322,080.39 361,694,847.38 380,626,587.09 

-

6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15,136,796.08 305,625,145.66 324,556,885.37 
-

64.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152,559,473.29 118,539,954.57 114,756,491.31 32.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28 1.3310 1.4007 
-

68.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28 1.3310 1.4007 
-

68.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6% 12.38% 12.99% -9.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

期末比

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227,419,459.66 7,809,933,530.15 7,832,717,380.32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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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3,310,544,897.97 3,219,291,977.56 3,237,777,501.85 2.2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

[2021]35 号，以下简称“解释 15 号”），其中关于试运行销售的会计处理，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按照最新规定，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规定，对试运行

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应将试运行销

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试运行

产出的有关产品或副产品在对外销售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

货》规定的应当确认为存货，符合其他相关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确认条

件的应当确认为相关资产。解释所称“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产出的

产品或副产品”，包括测试固定资产可否正常运转时产出的样品等情形。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于在首次施行本解释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

间的期初至本解释施行日之间发生的试运行销售，企业应当按照本解释的规

定进行追溯调整，追溯调整不切实可行的，企业应当从可追溯调整的最早期

间期初开始应用本解释的规定，并在附注中披露无法追溯调整的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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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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34 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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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 34,045,089 33,824,303   

许锦清 境内自然人 3.19% 8,6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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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5,857,176 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2% 5,759,328 0   

福建丹金恒信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丹金新能源 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76% 4,794,300 0   

钟长民 境内自然人 1.32% 3,599,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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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永铭 境内自然人 1.10% 2,98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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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丹金恒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丹金新能源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股主体。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许锦清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1,707,500 股，持股比例 0.6284%；福建丹金恒信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丹金新能源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4,794,300 股，持股比例 1.7643%。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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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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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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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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7 
 

3、违规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无违规对外担保。 

4、审计意见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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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厦门圣万豪建设有限公司 圣万豪 新设立 

2 泉州有元氢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泉州有元氢能源 新设立 

3 厦门三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厦门三元新能源 新设立 

4 泉州圣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圣元新能源 新设立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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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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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其他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及年度经营计划，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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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开拓及日常经营管理等工作，各项工作进展较为顺利并取得重要成果，主

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1）主要经营业绩：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13亿元，同比下降

34.78%；实现净利润1.20亿元，同比下降68.3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1.20亿元，同比下降68.39%；总资产82.27亿元，同比增长5.39%；净资产

33.16亿元，同比增长6.94%；每股净资产12.20元，每股收益0.4428元。 

（2）生产运营概况： 

垃圾焚烧发电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垃圾焚烧发电厂累计接收垃

圾进厂量272.37万吨，同比增长17.86%；累计发电量9.33亿度，同比增长

26.12%；上网电量7.94亿度，同比增长24.02%。 

生活污水处理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共计处理生活污水4178.12万吨，较上

年同期增长8.49%。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出现较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一）公司基于会计上谨慎性原则，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纳入可再生能

源补贴项目清单后，一次性确认自开始运营至正式纳入可再生能源补贴项目

清单期间的累计收入。公司去年同期共有四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纳入国

家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目清单，增加归母净利润约 1.9 亿元。截至本报告期

末，公司有 6 个已投产项目（垃圾处理规模为 4,950 吨/日）满足纳入补贴清

单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主要条件和审核要点要求，均已按规定提交申报，

目前尚未进入国补目录清单。鉴于报告期内尚未收到纳入国补目录清单相关

通知，公司暂时不能确认相应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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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于 2021 年年初认购了中原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3

亿元投资份额。中原前海基金于 2019 年 4 月即已开始运作，公司于 2021 年 2

月实缴投资 1.5 亿时，按照投资协议约定，新老股东共享部分未分配利润，故

去年同期确认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6,264.27 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实

缴 2.25 亿元，本报告期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 820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较多。 

不考虑上述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稳定，主营垃圾焚烧

发电业务的垃圾处理量、发电量，以及污水处理业务的污水处理量同比均有

稳定增长。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煜煊 

2022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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