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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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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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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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386,604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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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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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6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开明

王 妃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
7-8 号盈峰中心 23 层
7-8 号盈峰中心 23 层

传真

0757-26330783

0757-26330783

电话

0757-26335291

0757-26335291

电子信箱

wangyf@infore.com

wangyf@infor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近年来，公司抓住国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的历史机遇，积极布局环保产业，着力打造国内领先的综合环境服务商。经过
这两年的战略转型升级，公司构建环保大平台的战略逐渐清晰。自高起点进入环境监测领域后，公司相继布局了固废处理、
水环境综合治理、大气治理、土壤修复等环保领域，并同时继续积极寻求环保新的增长点。公司目前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环
境监测、环境治理、高端装备制造等业务。
1、环境监测业务
主要从事环境监测、智慧环保及相关服务，公司业务覆盖烟气、空气质量、灰霾、水质、水利、油烟、土壤、噪声、扬
尘等诸多领域，为政府及企业提供环境咨询、规划设计、环境监测、环境运维、环境预警与应急、智慧城市、环保信息化系
统、第三方检测等“一站式”环境综合服务。公司商业模式主要采取监测产品销售+运维服务的经营模式。
环境治理、监测先行，环境监测占据了环保产业信息和技术的制高点，公司在环境监测领域的领先优势，以及庞大的客
户资源，为公司发展成为综合环境服务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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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治理业务
水环境综合治理：主要经营流域治理、黑臭水体治理、生态修复、市政污水处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业污水处理等
业务，提供工程设计、施工、环保设施运营服务于一体的整体服务。
大气治理：主要经营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治理（VOCs），烟气除尘、脱硫、脱硝和电厂超低排放等业务，提供综合整治
污染源和提升大气质量的服务。
固废处理：主要经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固废循环产业园等业务，公司固废循环产业园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核心，园
内配置生活垃圾处置、危废处理、污泥处理、餐厨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建筑垃圾处理、填埋场生态修复渗滤液处理、飞灰
处理等完整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一揽子解决，合理化循环，各处理环节实现资源共享、设施共建、物能循环，完成生活垃
圾的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循环利用。
公司在环境监测、大气治理、水环境综合治理、固废处理等环保领域拥有完善的产业链条，可为客户提供从项目投资、
工程设计与咨询、技术研发、工程建设、系统集成、设备制造、运营维护等“一站式”服务。
上述环境治理业务采用BOT、EPC、PPP经营模式。
3、高端装备制造业务
风机
公司作为国内风机领域的龙头企业，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是核电和轨道交通风机的核心供应商。产品涵盖
风机、消声器、风阀、制冷设备、冷却塔等，业务范围覆盖核电、地铁、隧道、污水处理、脱硫脱硝、工民建等领域。公司
风机装备主要是以直销为主、代理为辅的模式。
电磁线
公司电磁线产品涵盖铜线、铝线、圆线、扁线、漆包线、纸包线、丝包线等各温度等级的线种，广泛应用于汽车电机、
制冷压缩机、防爆电机、电子线圈、电动工具、超高压输配电设备、轨道交通、风能发电设备等各类电机、电器中。电磁线
采取以销定产的直销模式。
行业情况
环保行业，报告期内各项环保政策不断出台，特别是《“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出台，为我国“十三五”时期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明确了“行动指南”。规划提出到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目标，并确定了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
治三大战役等七项主要任务，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多元共治的环境
治理体系，为公司2017年及未来环境业务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发展机遇。
风机产业，随着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发展、核电市场的启动，以及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为公司的风机装备制造
业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电磁线产业，受宏观经济、国内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制造行业持续
低迷，电磁线产业竞争激烈，产能过剩，目前电磁线行业发展较为平稳，增速放缓。
行业情况具体分析见第四节“管理层分析与讨论—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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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营业收入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3,407,198,360.32

3,042,602,740.44

11.98%

3,019,070,63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789,877.16

112,101,485.48

119.26%

60,517,26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8,625,510.56

20,403,509.36

481.40%

30,993,453.11

-213,138,977.47

207,161,562.62

-202.89%

89,548,347.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21

61.90%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21

61.90%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2%

5.79%

1.43%

5.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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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6,027,568,376.58

5,457,586,328.24

10.44%

2,538,316,29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32,202,658.25

3,362,269,040.74

-0.89%

1,389,004,6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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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862,594.56

905,980,778.00

640,146,547.84

948,208,43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147,889.62

68,923,178.23

44,473,579.74

83,245,22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854,035.65

69,430,520.49

25,200,721.42

-22,859,767.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00,157.98

-107,889,335.28

505,376,981.44

-621,226,7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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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9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8,607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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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盈峰投资控股 境内非国有
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

32.23% 234,445,387

76,751,366 质押

191,533,670

Zara Green
Hong Kong
Limited

10.05% 73,106,334

73,106,334 质押

73,106,334

太海联股权投
境内非国有
资江阴有限公
法人
司

6.61% 48,082,823

22,776,074 质押

35,429,447

何剑锋

境内自然人

4.75% 34,559,982

34,559,982

深圳市权策管
境内非国有
理咨询有限公
法人
司

3.03% 22,021,587

22,021,587 质押

22,021,587

曹国路

境内自然人

2.46% 17,916,666

17,916,666 质押

17,916,666

江阴福奥特国
境内非国有
际贸易有限公
法人
司

2.20% 16,027,606

7,592,025 质押

11,809,815

周稷松

1.52%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安雅管
境内非国有
理咨询有限公
法人
司

11,030,600

1.49% 10,832,497

0
10,832,497 质押

10,832,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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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资管
－工商银行－
广发资管原驰 1
其他
号·上风高科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1.15%

8,359,050

0

何剑锋担任公司控股股东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管职务，太海联股权投资江阴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有限公司与江阴福奥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
动的说明
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不适用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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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也是公司战略转型及快速发展的关键之年。2016年国家不断加大对环境保护的
力度，随着《互联网+绿色生态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实施计划（2016~2020）》、《生态环
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十三五”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实施方案》、《全国生态保护“十三五”规划纲要》、《十三五环境
监测质量管理工作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等重磅政策纷纷出台，以及循环经济建设的日益推进，为环保
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着眼全局，充分把握国家经济形势和环保行业发展趋势，对内
深耕经营，对外快速战略布局，打造综合化环保大平台，提供“一站式”环境综合服务，实现了公司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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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0,719.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98%；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578.99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119.26%。
2016年，宇星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01,469.4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4%，实现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238.05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5.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9亿元，完成了收购的业绩承诺。较好的保护了
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1、公司更名盈峰环境，开启大环保战略新篇章
当前，国内环境污染严重，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盈峰环境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顺势而为投身环保，利用资本
市场平台实施并购战略，以高起点进军环保领域行业，快速实现了公司产业化升级及战略转型。2016 年3 月，公司名称由“上
风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着眼打造综合性的“大环保”平台，力争成为受人尊敬
和信赖的以环境监测为龙头的国内领先的高端装备制造+环境综合服务商。秉承环保产业有益于企业、社会和个人的信念，
把环保做成良心工程、信誉产品，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成为受人尊敬和信赖的环保领域的领跑者。
2、公司继续加码环保产业布局，协同发展业绩斐然
公司自重组收购环境监测龙头企业宇星科技转型环保以来，全面拉开了转型环保领域的大幕，继进军垃圾焚烧发电领域
收购绿色东方环保70%股权后，又于2016年8月进军水处理领域收购大盛环球100%股权、明欢有限100股权、亮科环保55%
股权；2016年9月通过增资广东顺控环投15%股权参与顺控环投，深度参与顺德地区3000吨/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2016
年12月为完善公司环境监测产业链条，认购天健创新20%股权，已成为监测、水、气、固废治理、运营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
务商。 随着公司在环保产业领域布局的进一步完善，2016下半年，公司在环保领域拓展迅速、订单不断，在流域治理、水
环境综合治理、生态修复、人工湿地等领域取得突破，先后签署13.52亿元顺德区桂畔海水系整治项目，1.64亿元吴忠湿地改
善项目、0.87亿元中山内河涌整治水生态环境修复项目等。签订20亿元仙桃市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覆盖餐厨垃圾、污
泥处置、污水处理、土壤治理、环保科教基地，打造智能化管理、物联网化集成、透明化运营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同级
别城市标杆型、示范型、智慧型循环经济产业园。各产业的协同发展不仅为上市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更为公司打造成
国内一流综合性环保公司奠定了坚实基础。
3、公司启动非公开发行，重大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2016年公司非公开发行现已报会，并于2016年12月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此次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64,162,754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2,000万元。募集资金中50,800万元用于公司
建设发展寿县、阜南两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预计两个项目落成后，将新增垃圾焚烧规模预计1100吨/日，投产后每年预计
增加8,100万元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约4,100万元；公司4个生活垃圾焚烧项目的建设在有序的推进中，其中廉江、阜南已建
成投产，仙桃、寿县预计2017年12月份之前将陆续试运行。公司固废项目团队绿色东方环保作为国内生活垃圾的开创者之一，
已有多年的垃圾焚烧发电从业经验，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的技术、业务模式及发展趋势等具有深刻理解。此次启动定增，上
市公司利用自身资金和资本优势加之绿色东方环保的行业经验，保障了公司固废处理有序推进，为实现公司进入行业第一梯
队的目标加快了进程。
4、公司第二个产业基金落地，产业和资本有机协同发展
继公司前一年度设立30亿元的环保并购基金后， 2016年设立10亿宁夏环保产业基金。基金主要用于环保新技术研发与
新装备应用、重点布局环境污染治理、支持发展新型环保服务业、解决政府责任内的公共环境问题等领域。两支产业基金的
设立有利于公司多元化开拓市场，发挥基金的杠杆效应。产业基金的设立将引领公司快速把握国内环保产业快速发展的机遇，
充分发挥公司自身的产业优势与合作方的金融资本优势，实现产业资源与金融资本的良性互动，储备更多并购标的和投资项
目，整合产业资源，以“产业+金融模式”快速完善公司在环保领域的战略布局，打造国内一流的、综合型环保企业。
5、公司大手笔打造国家级综合环保产业园，推动地方环保产业的总体发展
为了进一步深化公司“高端装备制造商+环境综合服务商”的发展战略，以及充分发挥顺德地区在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的
优势，2016年9月公司与佛山市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签署《盈峰环境顺德环保产业园项目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总投资
10亿元。产业园主要定位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环境监测、环保装备、环境治理、环保材料、环保服务等全产业链环保
工业园项目，首期将建设环境监测设备（水/气/土壤），水处理与治理专用设备项目；二期将建设固废处理设备及系统集成
新建项目，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装备与互联网+环境系统新建项目，及环境技术研究与孵化基地。产业园建成投产后，将集
环保硬件高端制造、环保软件集成开发于一体，打造环保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基地，构建环保产业创新平台，形成
对环保产业的有力拉动，助力公司环保产业的腾飞。
6、聚焦高端的核电和地铁，风机装备产业进一步巩固龙头地位
公司战略定位高端装备+环境治理的综合服务商，风机产业作为公司的核心高端装备业务，报告期内重点开拓创新，围
绕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自主创新与联合开发能力，提升高端装备制造能力，在核电风机、轨道风机、工业环保风机等领
域持续增加研发投入，通过与行业内权威研发机构、高等院校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积极引进高素质人才等方式，重视技术创
新与新产品研发工作，填补行业技术空白，坚持高端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公司风机产业依靠公司的专利技术，报告期内公司
签下华龙一号核电项目首堆合同，为G20峰会主会场提供四大系列通风设备共计450余台，高标准的产品质量获得了业内和
政府的高度认可，开启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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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司推出核心骨干期权激励，为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2016年公司完成向64名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骨干授予股票期权544万份，占总股本1.12%，行权价18.77元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数量将由544万份调整为816万份，行权价格将由18.77元/股调
整为12.49元/股）。期权激励授予核心骨干涵盖公司目前所有业务板块，有利于提升员工积极性和收购业务的整合能力。期
权激励的实施，创造了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共同体，绑定核心团队利益，更加有利于经营团队关注企业长期发展，为公司的高
增长发展保驾护航。
8、公司加大研发、人才投入，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技术创新，不断进行产品研发和创新，尤其是加大了环境监测产品和技术的研发投入，以确保公司
在环境监测领域的领先技术优势。本年度公司研发总投入金额11,694万元，占报告期末公司经审净资产的3.40%，占营业收
入的3.43%。
公司现正处于高速站转型及发展期，公司非常重视人才的引入和培养，加大了人才的费用投入，以确保公司的人才体
系和薪酬水平在业内具有较强的竞争力。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0,719.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98%；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4578.9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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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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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磁线销售业务 2,081,444,669.18

155,997,545.70

7.49%

-3.94%

32.56%

2.06%

风机装备

339,236,213.56

154,338,904.20

45.50%

-10.39%

-17.60%

-3.97%

环境监测及治理
业务

972,958,077.31

365,062,595.30

37.52%

99.92%

112.52%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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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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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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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名称

股权取得 股权取得 股权取得
股权取得方式
时点
成本
比例(%)

购买日的确定 购买日至期末被 购买日至期末被
依据
购买方的收入 购买方的净利润

购买日

广东亮科环保 2016年12 114,400,00
0.00
工程有限公司
月底

55

非同一控制下 2016年12月
控制权转移
企业合并
16日

明欢有限公司 2016年8月 288,897,74
9.27
[注]
底

100

非同一控制下 2016年8月
企业合并
31日

大盛环球有限 2016年8月 155,240,14
1.40
公司[注]
底

100

非同一控制下 2016年8月
企业合并
31日

---

---

控制权转移

25,840,063.67

8,710,776.26

控制权转移

5,561,835.07

3,423,3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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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资额

出资比例

绍兴上虞国路贸易有限公司

设立

2016年01月18日

24,246,876.99

100.00%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明欢有限公司

转让

2016年11月30日

---

---

大盛环球有限公司

转让

2016年11月30日

---

---

2. 合并范围减少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