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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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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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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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清环保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18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峰

黄田

办公地址

湖南长沙国家生物医药园（319 国道旁） 湖南长沙国家生物医药园（319 国道旁）

电话

0731-83285599

0731-83285599

电子信箱

feng.wang@yonker.com.cn

zqb_yonker@163.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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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1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上年同期
调整后

调整后

275,581,196.47

370,412,997.13

372,624,782.98

-2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191,000.82

29,363,363.45

29,533,422.98

3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36,958,278.05

22,207,907.05

22,377,966.58

6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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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691,303.21

84,646,366.29

84,140,684.42

-56.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08

0.0456

0.0458

32.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08

0.0456

0.04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

2.02%

2.04%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0.44%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999,600,692.49

2,750,107,194.41

2,768,910,307.11

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50,614,014.93

1,558,900,668.10

1,562,020,020.07

-7.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3,74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湖南永清环境
科技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欧阳玉元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61.34%

395,325,811

境内自然人

3.81%

24,580,113

湖南永旺置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8%

5,642,61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5%

5,475,300

申晓东

境内自然人

0.69%

4,444,200

3,333,150

冯延林

境内自然人

0.68%

4,374,000

3,280,500

李世纯

境内自然人

0.59%

3,793,500

郑建国

境内自然人

0.28%

1,800,000

长沙金阳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4%

1,551,717

张萍

境内自然人

0.24%

1,550,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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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394,359,700

质押

5,642,610

上述股东中，欧阳玉元为实际控制人刘正军的岳母；湖南永清环境科技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为长沙金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2

持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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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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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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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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国内外宏观环境变化的挑战和环保行业竞争加剧的局面，公司始终坚持“工程+运营”双核发展
战略，打造创新型平台公司，巩固和完善 “国内领先的环境服务方案提供商”的战略定位，对内持续深
化内部管理机制改革，对外开拓创新业务，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继续加强技术研发投入，扩大技术
领先优势，聚焦和做实优质项目，力争成为细分领域的领跑者。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27,558.1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3,919.1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2.70%。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而归属于上市公
司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报告期内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大幅提高、投资收益有所增加，
同时公司内部管理费用控制取得了较大成效。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下降56.39%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报告期内公司收
回的承兑汇票、保函保证金较去年同期减少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如剔除收回的承兑汇票、保函保证金
对当期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影响，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概述如下：
1、土壤修复布局效果逐渐释放，耕地修复继续领跑市场
近年来，公司已先后在湖南、四川、浙江、河北、河南等地实施了10多个共计30多万亩重金属污染耕
地治理项目，治理耕地总量稳居行业第一，针对不同污染区域、污染类型、污染程度的耕地都积累了丰富
的治理经验。2020年公司已在重庆、江苏、广东等地连续中标多个农田修复项目，在西南地区、珠三角、
长三角等重点区域都有突出的市场表现。上半年公司已经成功中标7个农田修复项目，巩固了国内农田修
复第一的品牌。报告期内，土壤修复业务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995.19万元，是公司收入占比较高的核心
业务之一。总体来看，公司在土壤修复领域的前瞻布局、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工作的开展逐渐彰显成效。
2、收购优质危废项目，固废处置全产业链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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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工程加运营为战略发展导向，近年来在运营板块重点布局危废处置领域，将其作为公司的核心
业务之一。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康博固废70%股权（报告期内已完成康博固废21%股权的工商变更），逐步
完成固废处置全产业链布局。该项目完成后不仅能增厚公司业绩，同时通过整合该标的优秀的运营团队，
为后续危废处置领域的业务布局奠定基础。此外，公司收购昌明环保51%股权，前瞻布局医废处置业务，
同时培育优质的环保项目。
2020年公司稳步推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及垃圾清运收运项目，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全资拥有衡阳、
新余2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参股长沙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并拥有前端垃圾清运收运项目共5个，目前
均已投产运营。报告期内，衡阳、新余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垃圾处置规模合计1,600吨/日，其中新余垃圾焚
烧发电厂垃圾处置规模为600吨/日，2020年上半年入场垃圾量12.19万吨，发电3,847.76万度；衡阳垃圾
焚烧发电厂垃圾处置规模为1,000吨/日，2020年上半年入场垃圾量18.78万吨，发电6,917.40万度。以上
项目成为公司业绩的重要保证。
2020年3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余永清签订新余二期项目，将建设日处理垃圾300吨的生产线，项目建
成后，新余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规模将达到处理规模900吨/日。此外，衡阳生活垃圾发电厂二期扩
建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将于2020年三季度投产发电。同时，甘肃禾希危废处置项目处于基建过程中，预
计将于2020年下半年投产运营。
3、整合环境检测业务，环境咨询向多元化发展切换
2020年3月，公司收购华环检测100%股权，延伸布局前端环境检测业务，整合优势资源助力精准治理
和实现业务协同发展，增强公司业绩的可持续发展,全面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保持公司在综合环境治理
领域的行业地位。
公司在环境工程服务和环境技术服务上逐步拓展，利用公司积累的客户优势、技术和人才优势，推动
环境咨询业务向以包括环保管家服务、场地调查、环境规划等业务模式的多元化方向快速切换，促进环境
咨询与公司其他业务协同发展，公司环境咨询业务的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上升。公司目前以北京、上海、
长沙三地为支撑点，进行资源和人才的优化配置，将环境咨询板块提升为重要战略板块，争取在高端环境
咨询市场抢占发展先机。
4、传统大气业务持续拓展，新能源板块稳健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在稳定火电烟气治理市场的同时，继续积极开拓非电领域的烟气治理业务，斩获京津
冀地区大型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公司已在郴州、益阳、衡阳等地投建多个光伏项目，目前均稳定运营，获得良好的环保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2020年6月，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签订工程项目集采合同，项目涉及光伏支架采购、光伏电
站技术服务、光伏电站施工，该项目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光伏等清洁能源发电业务的拓展，增加公司经
营业绩，为公司在该领域提供丰富的项目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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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 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及其相关
规定，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 2017 年发布的新收入准
则。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对
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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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20年03月09日，公司以1020万元收购湖南省昌明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51%，昌明环保
收购之日即纳入合并范围。
2、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20年03月23日，公司以1426万元收购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100%，华环检测收
购之日即纳入合并范围。
3、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2020年03月19日，公司新设投资成立湖南净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实收资本
189万元，公司持股比例51%，净能环保成立之日即纳入合并范围。
（2）2020年04月26日，公司新设投资成立扎鲁特旗永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实
收资本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100%，扎鲁特旗永旭新能源成立之日即纳入合并范围。
（3）2020年04月27日，公司新设投资成立扎鲁特旗通昇光伏发电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
实收资本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100%，扎鲁特旗通昇光伏发电成立之日即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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