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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5            证券简称：中金环境            公告编号：2022-064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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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环境 股票代码 30014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南方泵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金磊 夏奕莎 

电话 0571-86397850 0571-86397850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湖州街 168 号美
好国际大厦 13 楼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湖州街 168 号
美好国际大厦 13 楼南方中金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 

电子信箱 xjl@nanfang-pump.com xys@nanfang-pu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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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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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17,690,034.02 2,326,216,627.86 -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132,156.45 137,646,414.55 -5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5,566,292.28 147,743,839.17 -6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484,374.69 111,543,762.63 -91.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7 -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7 -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7% 4.75%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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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1,693,646.25 7,961,400,303.49 -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98,869,455.32 2,036,726,923.08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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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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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市政公用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1.56% 414,639,391 0   

沈金浩 境内自然人 7.87% 151,368,931 113,526,698 质押 48,342,233 

沈洁泳 境内自然人 2.13% 40,974,912 0   

戴云虎 境内自然人 1.62% 31,109,067 23,331,800 冻结 31,109,067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少数派万象更新 9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8% 22,640,000 0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少数派万象更新 8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6% 22,356,000 0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少数派万象更新 10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2% 19,590,000 0   

沈凤祥 境内自然人 0.71% 13,745,0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周期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12,524,290 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3% 12,191,42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沈金浩与沈洁泳系父子关系。 

2、沈金浩及其一致行动人沈洁泳将合计持有的公司 10%的股份与无锡市市政公用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形成一致行动的安排。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建林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000,000 股外，还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7,964,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1,964,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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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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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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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19 南方中金

MTN001 
101901319 

2019 年 09 月

25 日 

2022 年 09 月

27 日 
50,000 4.15%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二

期中期票据 

19 南方中金

MTN002 
101901451 

2019 年 12 月

05 日 

2024 年 12 月

09 日 
50,000 4.10%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度第一

期超短期融资券 

22 南方中金

SCP001 
012280283 

2022 年 01 月

17 日 

2022 年 10 月

16 日 
50,000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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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3% 72.6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35 6.07 

三、重要事项 

1、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荣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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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坚持自主研发、重视技术创新，获得了来自行业协会、省级及国家等相关

部门的认可。主要获得的荣誉如下： 

（1）子公司湖州南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再度上榜第三批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2）子公司南方智水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无负压变频供水设备（NFWG 型）”项目被列为 2022 年全

国建设行业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3）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资格； 

（4）子公司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高效率冲压焊接离心泵开发”荣获 2021“华中数控”杯全

国机械工业产品质量创新大赛银奖； 

（5）子公司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中国计量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的“大功率高压工业流程泵及

监控系统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荣获 2021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二等奖； 

（6）子公司惠州市华禹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成果“惠州市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被

评为 2020-2021年度广东省优秀工程咨询（科技）成果。 

2、关于控股股东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事项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收到控股股东无锡市市政公用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市政”）

发来的告知函，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投资价值的合理判断，无锡市政计划自 2022 年 3 月 31 日

起 1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的方式，以不高于 3.5 元/股价格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

1,000,000 股、不超过 2,000,000 股。截至 2022 年 4 月 29 日，无锡市政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

竞价方式累计增持中金环境股份 1,000,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剔除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

量后的总股本）的 0.05%，累计增持金额为 2,751,276 元，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2022-044）。 

3、关于公司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资产事项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申请，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2021 年

3 月 24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时，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一般性风险提示

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上午开市起复

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结合本次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工作，陆续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南方中金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南方中金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但鉴于本次资产重组工作自筹划以来已历时较长，市场环境较本次重组筹划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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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较大变化，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终止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并向深交所申请撤回本次资产重组相关申请文件。目前，公司

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本次资产重组事项的终止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和战略发展不会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告编号：2022-012）。 

根据控股股东无锡市政做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控股股东将于 2023 年 12 月前解决与上

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未来，公司会继续积极配合控股股东履行承诺，如有达披露标准的进展公司将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关于完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任期已届满，在充分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后，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监事会成员。同日，公司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第五届

监事会主席以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2022年 7月 1日完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公告名称 披露日期 公告编号 披露索引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2022.3.23 2022-016 巨潮资讯网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2022.3.23 2022-017 巨潮资讯网 

《关于选举产生第五届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2022.3.23 2022-018 巨潮资讯网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2.4.8 2022-022 巨潮资讯网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的公告》 2022.4.8 2022-025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延期换届的公告》 2022.4.25 2022-039 巨潮资讯网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审部负责人的公告》 2022.7.1 2022-055 巨潮资讯网 

5、关于公司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收购了浙江金泰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泰莱”）100%股权，并与业

绩承诺方戴云虎、宋志栋、陆晓英签订了《利润补偿协议》。2020 年度金泰莱未能完成承诺业绩。根据

《利润补偿协议》及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及评估报告，经测试，三位业绩承诺方需补偿上市公司共

计 574,368,900.00 元。为维护公司利益，保障业绩补偿款回收，报告期内，公司与业绩承诺方进行了多

次沟通，并发函催促其履行协议约定，同时已分步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以下简称“上海国际仲裁委员会”）提出业绩补偿仲裁申请。2021 年 11 月，业绩承诺方向上海国际仲

裁委员会提出仲裁反请求，申请公司补偿业绩承诺方股权转让款合计 557,187,733.42 元；2022 年 3 月 6

日，公司申请业绩承诺补偿请求仲裁与业绩承诺方提出的仲裁反请求进行了首次开庭审理；2022 年 6 月，

公司收到了上海国际仲裁委员会的有关仲裁案延长判决期限的通知书，就公司申请业绩承诺方业绩补偿

金额部分、就业绩承诺方应在业绩补偿的基础上另行就资产减值补偿现金及业绩承诺方提出的仲裁反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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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部分，裁决期限分别延长至 2022 年 9 月 22 日、2022 年 9 月 10 日止；2022 年 7 月 16 日，上海仲裁委

员会就部分事项进行了二次开庭审理。 

截至目前，公司提出的仲裁请求、业绩承诺方提出的仲裁反请求尚未裁决。公司将持续关注并全力推

进本次案件，坚定维护公司利益，通过后续的仲裁开庭审理，争取全体股东利益及公司的权益最大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公告名称 披露日期 公告编号 披露索引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的公告》 2021.2.9 2021-012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2021.7.21 2021-062 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购标的公司业绩对赌完成情况及补偿情况的公告》 2021.7.30 2021-065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2021.8.5 2021-066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2021.8.18 2021-071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暨公司收到法院传票的公告》 2021.9.10 2021-078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暨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2021.9.29 2021-084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暨公司收到仲裁反请求受理通知的公告》 2021.11.17 2021-094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暨公司收到仲裁开庭通知的公告》 2021.12.10 2021-100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暨公司收到取消开庭通知的公告》 2022.1.6 2022-002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暨公司收到开庭通知的公告》 2022.2.7 2022-008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暨公司收到延长裁决期限通知的公告》 2022.3.18 2022-013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暨公司收到延长裁决期限通知的公告》 2022.6.9 2022-052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暨公司收到二次开庭通知的公告》 2022.6.23 2022-053 巨潮资讯网 

6、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证监局对中金环境、戴云虎、陆晓英、宋志栋下发的业绩承诺补偿的监

管关注函事项 

2022 年 1 月，中国证监会浙江证监局下发了对中金环境、戴云虎、陆晓英、宋志栋就业绩承诺补偿

事项的监管关注函。浙江证监局要求业绩承诺方戴云虎、陆晓英、宋志栋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尽快履行

业绩补偿义务，切实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同时，浙江证监局提请中金环境积极采取措施，督促承诺方

尽快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就本次浙江监管局监管下发的关注函进行了书面回复。公司已通过仲裁、财产保全积极采取各项

措施，主张公司合法权益，以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后续公司将持续关注并全力推进上述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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