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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4               证券简称：旺能环境             公告编号：2020-73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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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能环境 股票代码 00203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林春娜 

办公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溪街道环山路 899 号 

证券部电话 0572-2026371 

电子信箱 lcn@mizud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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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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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117,837.36 568,185,877.57 585,130,945.93 2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9,408,023.17 206,549,041.50 211,315,306.00 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25,545,954.30 203,898,703.59 208,664,968.09 8.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5,504,452.09 276,917,961.95 285,442,978.56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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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0.50 0.5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0.50 0.50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1% 5.52% 5.65%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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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6,661,416.95 9,053,552,115.06 9,092,344,888.63 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58,145,547.68 4,100,500,699.94 4,127,849,318.29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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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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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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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5% 142,866,210 133,127,066 质押 90,913,817 

单建明 境内自然人 17.70% 74,47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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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 20,520,385    

鲍凤娇 境内自然人 2.41% 10,140,500    

重庆财信环境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9% 9,235,129 5,176,687 质押 9,200,000 

国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统二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7% 9,115,359    

三峡资本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3% 8,127,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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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7,989,269    

瑞宝华 境内自然人 1.34% 5,642,370    

陈雪巍 境内自然人 1.32% 5,560,015 2,5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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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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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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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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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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一、2020年上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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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亿元，同比增长25.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9亿元，同比增长8.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41%，基本每股收益为0.55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达96.5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为42.58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5.61%。  

二、2020 年上半年度经营层的工作及成效 

（一）建设运营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在浙江、湖北、四川、河南、安徽、广东、广西等多省份建成 14 座电厂 26 期项目，垃圾处理规

模为 18,570吨。2020年上半年，公司下属相关子公司合计完成发电量 85，970.66 万度，同比增长 36.66%；上网电量 69,908.58

万度，同比增长 48.20%；垃圾入库量 285.46 万吨（含生活、餐厨等垃圾，其中生活垃圾入库量 278.76 万吨），同比增长

38.58%；合计供热 45.42 万吨，同比增长 100.21%。 

公司有 12 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已纳入由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公布的第一批至第七批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补助目录，其余符合条件的项目正在积极申请纳入补贴清单。 

公司按计划推进各垃圾焚烧项目建设，进展顺利，目前在建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有 7 个（合计处理规模 4,300 吨），下

半年预计投产 2 个项目（合计处理规模 1,000 吨）。 

（二）市场开拓情况 

    国内新市场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以现有运营项目为依托，以片区经理责任制为抓手，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促成周边市

场项目的落地，目前通过片区化管理，密切跟踪的市场项目近 20 个。通过与产业链上游资源方共同合作的方式，在报告期

内顺利签约云和县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置利用项目。截至本报告披露前，公司已成功签署荆州二期 750 吨项目。 

海外市场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建立新加坡平台公司（旺能国际）和澳大利亚项目公司（澳洲旺能），建立境外项目渠道

源，继续跟踪现有海外项目，挖掘潜在的市场。 

并购市场方面，上半年垃圾焚烧发电业务板块积极接洽的项目超过 10 个。公司通过收购南太湖污泥资产组和苏州华益

洁项目，为污泥处置业务和餐厨处置业务添砖加瓦。公司将利用上市的资本优势和环保督查的倒逼机遇,寻找优质并购标的

项目。在发展好自身业务的同时，利用行业内资源和独到的行业投资视野，物色本行业和上下游产业链中的合适对象，辅以

投资、并购等手段，寻找规模较大、边际政策较好的项目。 

（三）合规与资本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履行各项承诺及职责，加强内控建设，完

善治理结构，提高了公司运作效率。公司按照公司治理机制运作，决策层、经营层及监督层各司其职，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

务，充分尊重和保障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2020年上半年，公司共召开董事会会议4次、监事会会议3次、股东大

会2次，审议了包括年度报告、利润分配、对外投资、对外担保、质押解押、可转债、购买南太湖污泥资产组、收购苏州华

益洁100%股权等多个事项。披露91个临时公告、2个定期报告及1个业绩快报。 

为加强公司的风控管理，根据新证券法的改革实施，我们重新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事项，上半年已完成尽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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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申报工作，6月30日收到证监会受理函。 

（四）人才与组织保障  

报告期内，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结合旺能自身行业情况，从组织风险防控角度，我公司第一时间出台了快速

的风险应对防范体系，建立“员工动态问卷调查、日报表跟踪”等工作机制，同时出台关心关怀员工心理及健康防护的各项政

策，间接促进和保障了疫情期间人员0感染，工厂0停产。 

积极组织招聘储备，共支持新投产项目招聘94人，核心运行与技术中层干部16人，海外市场1人，院校24人。上半年通

过组织网络化培训，积极促进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行政人员的技能水平提升，并积极申报了浙江省技能人才自主鉴定资质

基地，为技能队伍的培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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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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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

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1)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48,683,191.63 -48,683,191.63  

合同负债  43,082,470.47 43,082,470.47 

其他流动负债  5,600,721.16 5,600,721.16 

2.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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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 本期发生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合并方名称 企业合并中取得 

的权益比例 

构成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的依据 

合并日 合并日的确定依据 

湖州南太湖热电有限公司

污泥业务 

100% 合并前后均受单建明最终

控制，且该项控制非暂时

的 

2020年6月1日 公司于2020年6月1日将污

泥资产购入公司孙公司湖

州欣源固体废物治理有限

公司体系内 

(续上表) 

被合并方名称 合并当期期初至 

合并日被合并方 

的收入 

合并当期期初至 

合并日被合并方 

的净利润 

比较期间被合 

并方的收入 

比较期间被合并 

方的净利润 

湖州南太湖热电有限公司

污泥业务 

11,481,431.72 486,100.94 36,244,007.31 9,002,313.44 

 

2. 合并成本 

项  目 湖州南太湖热电有限公司污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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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成本 65,000,000.00 

    现金 65,000,000.00 

 

3. 合并日被合并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项  目 湖州南太湖热电有限公司污泥业务 

合并日 上期期末 

资产 34,409,846.72 38,792,773.57 

    货币资金 1,298.45 3,711,202.69 

    应收款项 2,458,561.05 1,570,713.37 

    预付账款  45,940.00 

    固定资产 31,949,987.22 33,464,917.51 

负债 6,575,127.43 11,444,155.22 

    应付账款 5,540,337.23 10,291,039.02 

    预收款项 1,034,790.20 1,153,116.20 

净资产 27,834,719.29 27,348,618.35 

减：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27,834,719.29 27,348,618.35 

 

(二)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鹿邑县旺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取得 2020年3月25日 120,000.00 100.00% 

湖州欣源固体废物治理有限公司 设立取得 2020年5月14日 20,000,000.00 100.00% 

台州旺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取得 2020年2月27日 尚未出资 100.00% 

旺能国际投资控股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取得 2020年1月21日 尚未出资 100.00% 

澳洲旺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设立取得 2020年3月11日 尚未出资 100.00% 

2.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浙江欣诺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注销 2020年6月1日 -725,494.11 -677.81 

许昌旺能安装检修服务有限公司 注销 2020年6月29日 1,826,056.32 -57,797.42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学庚 

 

 

 

2020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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