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034

证券简称：旺能环境

公告编号：2020-17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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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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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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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4 月 27 日最新股本 42076504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在权益分配实施之前若发生股本变动，
则以本次派发现金总额不变，按最新股本调整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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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股票代码

00203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王学庚

林春娜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溪街道环山路
899 号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溪街道环山路
899 号

0572-2026371

0572-202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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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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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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
作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基础性行业，垃圾焚烧发电没有明显的行业周期性，宏观经济起伏波动不会对本行业造成较
大影响。垃圾焚烧发电的原材料以垃圾、废料为主，原材料收集不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变化，项目运营一般也不受季节影响，
所以本行业不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五）行业格局和公司地位
从经营地域来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经济圈等地区是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普遍选择的重点发展区域，其
中，超过半数的垃圾发电企业在江苏、广东、浙江、山东等省份投资或投标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公司是行业内主要的垃圾焚
烧发电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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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营业收入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1,135,044,546.54

836,480,164.09

35.69%

1,405,074,07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1,405,432.75

306,290,406.70

34.32%

234,816,57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7,806,896.28

298,708,030.70

36.52%

44,776,132.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2,637,150.48

619,303,419.72

15.07%

463,601,731.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9

0.74

33.78%

0.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9

0.74

33.78%

0.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8%

8.84%

1.84%

9.2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9,053,552,115.06

6,208,745,499.35

45.82%

4,924,658,35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00,500,699.94

3,635,711,534.19

12.78%

3,326,523,192.9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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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21,256,048.59

346,929,828.98

291,214,896.99

275,643,77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580,793.88

142,968,247.62

104,949,258.25

99,907,13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151,210.97

140,747,492.62

103,875,184.88

100,033,007.81

125,159,970.72

151,757,991.23

153,014,479.81

282,704,708.72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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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9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11,207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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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13,816

单建明

境内自然人

17.88%

74,472,826

0

质押

53,8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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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3%

20,520,385

0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61%

10,871,018

0

重庆财信环境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8%

10,750,349

5,176,687

质押

9,200,000

鲍凤娇

境内自然人

2.43%

10,140,500

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二号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9%

9,115,359

0

北京鼎翰投资有限公司
－湖州惠赢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2%

7,989,269

0

北京西三旗新龙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

7,694,140

4,616,484

宋娜

境内自然人

1.45%

6,02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单建明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鲍凤娇是单建明的配偶，单
建明对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88.80%，是其控股股东，上述三位股东
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三位股东之间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外，未知其他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宋娜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数为 1,02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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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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9年度公司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35亿元，较上年同期8.36亿元增长了35.69%，主要原因是新投产项目攀枝花项目、
河池项目、湖州南太湖四期项目、许昌项目增加了公司的营业收入。公司实现营业利润4.78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4.11亿元，较上年同期的3.06亿元增长了34.32%。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90.54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41.01亿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0.68%，基本每股收益为0.99元。
二、2019年度经营层的工作及成效
（一）市场开发与拓展
2019年全年获取4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3个餐厨垃圾项目，新增市场订单近3000吨，完成年初的目标。在新业务新
市场探索方面，2019年成立浙江旺能环境修复有限公司，组建了核心团队，依托公司目前存量终端项目积极布局市场，重点
关注填埋场综合治理等垃圾综合资源化利用项目，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二）项目前期与建设
2019年建设完成南太湖四期、许昌旺能、河池旺能、淮北旺能四个项目，并投入运营。进一步强化了项目化管理和过程
考核与风险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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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生活垃圾处理
项目的前期工作，完成 5 个项目的前期报批工作。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对工程制度进行完善修订。同时对在建项目实行了
月度现场考评，将考评结果纳入建设管理团队的考核，管理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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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营管理与技术研发
在做好各生产运营企业安全生产保障监督、环保达标排放指导、生产运行指标管控和稳定运行服务保障等工作的同时，
结合近年国家、行业和企业内部下发的标准文件对原《运营企业管理制度汇编》进行了修编，下发了安全、环保、廉政奖励
资金管理办法，规范了过程管理流程，并不断引导各项目公司努力成为固废处理无害化企业、高新技术企业、ISO认证企业、
环保示范教育和工业旅游基地。
2019年公司进一步加强了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领域及餐厨垃圾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在知识产权方面，公司目前总共已获
取103项专利，公司不断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公司加速提升新型环保设备、新技术的产品升级开发。
（四）证券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共组织召开了11次董事会、7次监事会、6次股东大会，起草并公告4个定期报告、110个议案。顺利完成了公
司对外一系列信息披露工作，全年信息披露未发生一次更正公告，未收到深交所等监管部门的处罚。公司对高层管理人员实
行了股权激励，将公司长远发展与管理团队自身发展紧密连接，这样的激励机制也极大调动了管理层的积极性，进一步促进
公司经营的创新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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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861,753.84

营业利润
524,919,739.42

毛利率
52.62%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35.28%

33.10%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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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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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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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关于修订印发合
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
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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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3,876.0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04,484,085.98
应收账款
202,170,209.94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39,697,873.85
应付账款
439,697,87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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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以下简称新
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
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
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非交易性权益类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
(1)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款项融资
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19年1月1日
200,000.00

2,313,876.04

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影响
200,000.00
-2,313,876.04

8,942,542.43

2,313,876.04
-200,000.00

2,313,876.04
8,742,542.43

36,554,888.90
168,422,964.45

-2,707,302.43
239,173.14

33,847,586.47
168,662,137.59

长期借款
1,443,420,000.00
2,468,129.29
1,445,888,129.29
(2) 2019年1月1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
比如下表：
项 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836,246,159.89 摊余成本
836,246,159.8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流动资产—银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其他综合收益（可供出售类资
200,000.00
200,000.00
行理财产品
计入当期损益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2,313,876.04
2,313,876.04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202,170,209.94 摊余成本
202,170,209.94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103,703,430.60 摊余成本
103,703,430.60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439,697,873.85 摊余成本
439,697,873.85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36,554,888.90 摊余成本
33,847,586.4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168,422,964.45 摊余成本
168,662,137.59
动负债
长期借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1,443,420,000.00 摊余成本
1,445,888,129.29
长期应付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融负债）

105,080,461.52 摊余成本

105,080,461.52

(3) 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
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账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
项 目
重分类
重新计量
面价值（2018年12月31日）
账面价值（2019年1月1日）
A. 金融资产
a. 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和
836,246,159.89
836,246,159.89
按新CAS22列示的余额
应收票据
按原CAS22 列示的余额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新CAS22)
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2,313,876.04
-2,313,87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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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和
按新CAS22列示的余额
其他应收款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和
按新CAS22列示的余额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融
资产

202,170,209.94

202,170,209.94

103,703,430.60

103,703,430.60

1,144,433,676.47

-2,313,876.04

1,142,119,800.43
b.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
加：自其他流动资产(原
CAS22)转入
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200,000.00
2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总金融资
产

200,000.00

200,000.00

c.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款项融资
按原CAS22 列示的余额
加：自摊余成本(原CAS22)
转入
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其他流动资产—银行理财
产品
按原CAS22 列示的余额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新CAS22)
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总金
融资产

2,313,876.04
2,313,876.04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2,113,876.04

2,313,876.04
B. 金融负债
a. 摊余成本

应付账款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和
按新CAS22列示的余额
其他应付款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
减：转入长期借款及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应
付利息）
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439,697,873.85

439,697,873.85

36,554,888.90
-2,707,302.43
33,847,586.47

长期借款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

1,443,4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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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自其他应付款（应付
利息）转入
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2,468,129.29
1,445,888,129.2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
加：自其他应付款（应付
利息）转入
按新CAS22 列示的余额
长期应付款
按原CAS22列示的余额和
按新CAS22列示的余额

168,422,964.45
239,173.14
168,662,137.59

105,080,461.52

105,080,461.52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融
2,193,176,188.72
2,193,176,188.72
负债
(4) 2019年1月1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损失准
备的调节表如下：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失准备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计提损
项 目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8年12月31日）
失准备（2019年1月1日）
应收账款
17,731,113.43
17,731,113.43
其他应收款
1,984,374.85
1,984,374.85
3. 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经
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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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家项目公司：上市公司旺能环境直接对外投资浙江欣展迅贸易有限公司、浙江旺能环
境修复有限公司；通过子公司浙江旺能对外投资新设浙江欣诺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浙江湖州旺源安装检修有限责任公司、
台州旺能环保能源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孙公司旺能生态对外投资新设兰溪旺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青田旺能环境能源技
术有限公司、浙江丛丛欣生物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芮勇

2020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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