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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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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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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565,04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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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能环境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00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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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庚

林春娜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西湖文化广场 19 号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溪街道环山路 899
环球中心 25 楼
号

电话

0572-2026371

0572-2026371

电子信箱

wxg@mizuda.net

lcn@mizuda.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为垃圾焚烧发电、固体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
（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采用BOT、BOO、PPP等投资运营模式，承接全国各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餐厨垃圾处理、污泥处理处置及其
他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等环保项目。作为我国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立足于以特许经营的方式从事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的投资、建设及运营，向餐厨垃圾处理、污泥处理等固废处理领域扩展，致力于打造平台型环保企业。公司的经
营宗旨：秉持“让城乡垃圾变为再生资源，让旺能项目成为城市名片”愿景，以垃圾焚烧发电为核心，满足客户综合性、全方
位、多层次固废处置利用的服务需求，打造国际性一体化环境服务商。
（二）经营模式
旺能环保主要从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项目经营模式包括BOT、BOO、PPP模式，以及垃圾中转模式。
1、BOT业务模式
按照协议约定，政府有关部门授予公司特许经营权，准许在协议规定的特许经营期限、有效区域范围以及项目处理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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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建设、运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并于特许经营期限届满时将项目设施的拥有权转让予政府有关部门。一般而言，BOT项目营
运的特许经营期为期25至30年。
2、BOO业务模式
按照协议约定，政府有关部门授予公司特许经营权，准许在协议规定的特许经营期限、有效区域范围以及项目处理规模
内建设、运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并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评估。与BOT模式的不同在于BOO模式在特许经营权到期时，
公司仍然拥有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财产、设施、字号、商标等资产所有权。
3、PPP业务模式
按照协议约定，政府有关部门将部分政府责任以特许经营权方式转移给公司，政府与公司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政府的财务负担减轻，公司的投资风险减小。通过授予公司特许经营权，准许在协议规定的特许
经营期限、有效区域范围以及项目处理规模内建设、运营餐厨垃圾处置项目，并于特许经营期限届满时，将项目设施的拥有
权转让予政府有关部门。一般而言，餐厨垃圾PPP项目营运的特许经营期不超过30年。
4、垃圾中转模式
按照协议约定，在特定区域内建设、运营垃圾压缩中转站，接收当地生活垃圾并将该等生活垃圾转运至公司的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进行处理。一般约定的垃圾供应的期限为25至30年。
（三）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为电力产品及蒸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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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元）

836,480,164.09

1,405,074,077.46

-40.47%

1,581,587,85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06,290,406.70

234,816,575.79

30.44%

138,198,00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98,708,030.70

44,776,132.07

567.11%

16,154,916.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19,303,419.72

463,601,731.04

33.59%

479,988,382.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

0.72

2.78%

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

0.72

2.78%

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9%

9.26%

0.03%

6.2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元）

6,208,745,499.35

4,924,658,358.87

26.07%

4,392,258,09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635,711,534.19

3,326,523,192.99

9.29%

2,419,017,203.2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81,761,284.45

198,394,484.55

233,448,749.60

222,875,64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035,771.39

73,972,410.03

99,783,513.05

82,498,71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198,450.06

70,003,428.15

101,485,470.69

77,020,681.80

118,617,154.64

135,583,939.69

185,019,347.04

180,082,978.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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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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9,790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9,202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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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30%

142,866,210

133,127,066 质押

121,899,144

单建明

17.88%

74,472,826

25,627,500 质押

62,296,000

长城（天津）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长城国泰－高 境内非国有法人
端装备并购契约型私
募投资基金

4.93%

20,520,385

重庆财信环境资源股
境内非国有法人
份有限公司

2.76%

11,503,749

8,627,812 质押

北京西三旗新龙实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集团有限公司

2.46%

10,258,854

7,694,140

鲍凤娇

2.43%

10,140,500

5,125,50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公司－传统二号

2.19%

9,115,359

0

北京鼎翰投资有限公
司－湖州惠赢投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伙企业（有限合伙）

1.92%

7,989,269

0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
－中意资产－招商银
境内非国有法人
行－定增精选 43 号
资产管理产品

1.66%

6,931,330

0

华泰资管－广州农商
行－华泰资产定增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周期资产管理产品

1.65%

6,853,808

0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0

11,492,000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长城国泰－高
端装备并购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二号、北京鼎
翰投资有限公司－湖州惠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
意资产－招商银行－定增精选 43 号资产管理产品、华泰资管－广州农商行－华泰
资产定增全周期资产管理产品五家是因为中标公司 2017 年重大资产重组的非公开
定增配套募集资金成为公司前十大股东。认购的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
转让，限售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5 日，报告期内已经全部解
禁。重庆财信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三旗新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二家公司
是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方而持有本公司发行的股份而成为公司前十大
股东。认购的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自该等法定限售期（12 个月）
届满之日起，在利润承诺期内若当年实现利润承诺，或者虽未实现利润承诺但本公
司履行完毕利润补偿义务，则可分批解限股票，本报告期内，已解限 25%。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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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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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2018年度公司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36 亿元，较上年同期 14.05 亿元减少了 5.69 亿元，主要原因是去年营业收入中包含印
染板块 1-10 月份的数据。实现营业利润 3.5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06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2.35 亿元增
长了 30.4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62.0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6.36 亿元，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8.84%，基本每股收益为 0.74 元。
二、2018年度经营层的工作及成效
（一）市场开发与拓展
全年获取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7 个，分别为仙居项目、丽水扩建项目、兰溪二期扩建项目、舟山三期项目、汕头二期
项目、台州三期项目等。获得餐厨垃圾处置项目 5 个，分别为郑州荥阳项目、济宁邹城项目、湖州安吉项目，河南洛阳项目，
蚌埠餐厨项目。
修订《市场营销管理办法》，充分调动营销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公司本部和本部高管以及行业内资源建立了 6
条稳定的营销渠道，覆盖山东、河北、四川、贵州、湖南等重点市场。在湖北、湖南、山东、贵州、云南等省份通过合作方
式或驻点市场一线人员，建立了 5 个区域营销网点。不断完善后台支撑工作，实时滚动更新固废行业信息与政策导向，保持
对行业判断的敏锐性、准确性。加强协会联系工作，申请加入了中国环境卫生协会，获得绿英奖，入选中国固废行业固废处
理与资源化标杆企业，连续 5 年获得中国固废行业十大影响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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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前期与建设
新成立预算管理部和技术中心，优化工程管理，加强各建设项目事前控制、事中监督、事后审计，建立了整体协调联动
机制。组织开展 14 个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的前期工作，完成 5 个项目（公安旺能、淮北旺能、舟山三期、台州三期、青田旺
能）的前期报批；2018 年汕头二期项目和兰溪二期扩建项目已转运营，截至公告披露日，攀枝花项目和河池项目达到试运
行阶段。在餐厨项目上，完成丽水项目、德清项目的建设工作，全面启动洛阳餐厨、邹城餐厨、荥阳餐厨、安吉餐厨、蚌埠
餐厨和蚌埠污泥项目的项目前期工作。
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对《工程建设重大节点管理流程图》、
《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规定》、
《建设工程联系单管
理制度（试行）》、
《建设项目移交管理办法》等工程制度进行阶段更新与宣贯。发布《设备招标技术文件管理程序》、出台《旺
能环保合格供应商库管理办法》和《2018-2019 年度旺能环保工程设备类合格供应商清单》,提高第三方准入门槛，根据第
三方合作业绩，建立优质供应商白名单，实行优质第三方战略合作与年度打捆招标，提高合作效率、减少时间成本。
（三）项目生产运行
已投产项目中，13 家垃圾焚烧发电运营企业和 1 家餐厨垃圾处置运营企业管理体系进一步规范、安全环保严格把控、
生产运行平稳有序、生产计划指标总体完成情况良好。总部定期组织开展规范生产现场检查及整改管理，贯彻生产设备健康
情况等级评价，深入推进企业现场 5S 管理。其中南太湖环保于 2018 年 3 月通过省生活垃圾无害化等级评定，达到了国家无
害化标准，被评为无害化等级 AAA 级。南太湖环保、丽水旺能和安吉旺能完成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台州旺能、兰溪旺能、
德清旺能启动申报准备工作。
在做好各生产运营企业安全环保监督、生产指标管控和稳定运行保障等工作的同时，修订《运营企业生产运行指标对标
管理办法及标准》，编制《对标先进企业管理办法及标准》，在以往旺能体系上各运营企业生产指标的横向对标管理上，增加
了新一维度的对标，与行业先进企业进行对标学习，组织运行企业总经理参观学习业内标杆项目。全年组织完成两次全能运
行员资格认定，认定全能运行员 67 人，同比增长 13.6%。组织开展各类专业技术知识培训班，并邀请业内专家召开运行技
术经验交流分享会。
（四）财务与法务保障
2018 年是旺能环境重组上市后的第一年。公司管理层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治理要求，认真落实董事会决议。快速适应上
市后的新环境、新要求，在资本市场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财务上，定期进行资金分析，提供决策支持。不断强化财务监督职能，协助项目公司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积极争取国家
和地方的有关项目资金，用活用好政策。拓宽项目建设资金渠道，创新方法方式。并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联合举办第四十九
届中国上市公司财会高峰论坛，全国上百家上市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参会，反馈效果较好，在业内取得一定影响力。在法务工
作上，防范经营行为中法律风险，做好每个项目公司合同评审及法律咨询服务。积极为公司重大项目、决定及经营行为提供
法律支持，确保公司重大项目依法推进和公司从上至下的合法合规经营。
（五）人才与组织保障
在市场、建设、运行条线进行组织结构优化，拟成立市场营销公司，成立运营管理公司，完善细化总部职能模块，更优
的为业务条线提供人力资源、财务、法务和技术保障。盘点旺能人才账，完成薪酬体系梳理，对标行业确立相对合理的宽带
薪酬。组织大型人才引进活动“伯乐荐才”，拓展多元人才引入渠道，全年度引进核心技术管理人员 45 人，投产项目储备
103 人，应届大学生储备 37 人。引入南非国家科学与工业理事会主席作为旺能技术总监，并成功申报浙江省“千人计划”。
规范公司运行，有效促进公司发展的原有制度，确保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对原有的不同时期、不同口径发布的各项
规章制度进行统一梳理，适应和服务公司快速发展的要求，对各项规章、制度进行更新和宣贯。形成以“三大环节、两大保
障”为主题的月度重点工作例会机制，月度召开经营班子会议，推进各项目工作开展，促进工作协调与经验交流、及时发现
并解决问题。月度召开总裁办公会议，对重大事项进行商议决策，提高了总部行政效率和决策效能，进一步落实责任分工，
强化工作合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生活及餐厨垃圾项目
运行

营业收入
818,967,935.78

营业利润

毛利率

427,048,157.19

52.1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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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8.85%

21.09%

5.27%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将拥有的与印染业务相关的全部资产、负债置出，并置入浙江旺能环保有限公
司100%股权。2017年10月，公司已完成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旺能环保已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7年的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包含印染产业的数据，而2018年已不含印染产业数据。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2,863,476.65

应收账款

161,444,338.4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64,307,815.07

其他应收款

127,870,427.04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固定资产

127,870,427.04
1,263,429,173.05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506,731,354.30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

1,263,429,173.05

在建工程

506,731,354.3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64,932,470.70

应付票据

21,078,580.63

应付账款

343,853,890.07

应付利息

1,013,090.81

应付股利

1,440,000.00 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

29,018,117.57

长期应付款

155,228,662.25

专项应付款
管理费用

116,200,511.89

长期应付款

31,471,208.38

155,228,662.25

管理费用

73,606,512.38

研发费用

42,593,999.5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123,261,442.39
148,391,442.39
现金[注]
现金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437,633,500.00
412,503,500.00
现金[注]
现金
[注]：将实际收到的中央预算内补助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25,130,000.00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收到其他与
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 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
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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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内新增11家项目公司：上市公司旺能环境直接对外投资新设投资公司；通过子公司浙江旺能对
外投资新设青田旺能、孟州旺能、仙居旺能、浙江欣源、邹城生态；通过孙公司旺能生态对外投资新设洛阳生态、蚌埠生态
科技、蚌埠生态环保、荥阳生态；收购湖州环泉废弃油脂处理有限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管会斌

2019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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