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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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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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峰环境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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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757-26335291

0757-26335291

电子信箱

wangyf@infore.com

wangyf@infore.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2,525,418,629.56

上年同期
2,034,684,058.4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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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6,633,175.30

174,757,534.91

12.52%

73,332,868.41

99,591,683.08

-26.37%

-654,809,478.87

-375,502,349.82

-74.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9

0.150

12.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9

0.150

12.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5%

5.10%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8,448,709,208.28

8,146,649,028.69

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93,905,345.75

4,336,169,579.14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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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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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峰投资控股 境内非国有法
集团有限公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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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1%

351,338,310

68,188,047 质押

343,108,457

9.39%

109,556,670

109,556,670 质押

109,556,670

太海联股权投
境内非国有法
资江阴有限公
人
司

6.17%

72,056,601

34,132,074 质押

53,094,334

何剑锋

5.44%

63,514,690

63,514,690 质押

50,952,175

宁波太石资产 境内非国有法
管理有限公司 人

2.66%

31,018,000

31,018,000 --

--

广东恒健资本
国有法人
管理有限公司

2.46%

28,735,950

23,446,658 --

--

江阴福奥特国
境内非国有法
际贸易有限公
人
司

2.06%

24,018,864

11,377,358 质押

17,698,110

周稷松

1.57%

18,338,446

0 质押

18,338,444

深圳市权策管
境内非国有法
理咨询有限公
人
司

1.05%

12,210,505

12,210,505 冻结

12,210,505

沈洁

1.03%

12,000,000

0 质押

12,000,000

Zara Green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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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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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说明
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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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不适用
明（如有）

2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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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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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上半年，环保产业的发展迎来了新机遇与挑战。一方面随着十三五规划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年规划、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环保大会的顺利召开、环保督察常态化、环保法、环保税的征收、严打监测数据造假
等，从高层强音到政策法规，环保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另一方面面对国家金融去杠杆等不利因素，PPP融资面临央
行缩表、财政严监管等不利形势，引发了资本市场的担忧。公司董事会充分把握国家经济形势和环保行业发展趋势，报告期
内强化风险防控意识，积极调整了业务方向，布局固废全产业链，拓展环卫装备及环卫服务一体化等具有建设周期短、资产
周转快、现金流稳定、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25亿元，利润总额2.47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97亿元，每股收益0.169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为84.49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42.94亿元。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战略“产业经
营+资本驱动”的战略思路，稳步有序推进公司的快速发展。
产业经营
2018年，公司以订单驱动为中心，技术领先为手段，人才激励为基础的战略发展主轴，持续夯实内部经营管理。报告期
内公司布局全国市场，深化渠道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开展各类环保业务，中标国家地表水自动监测系统
建设及运行维护（包1至包20）中包件2和包件10项目、泌阳县垃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等多个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的盈峰环境
顺德环保科技产业园已启动建设，主要投资方向为环境监测设备研发制造、环保装备研发制造、小型新能源环卫车辆研发制
造、环卫机器人研发制造等。
资本驱动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重大资产重组，拟发行152.5亿元公司股份购买中联环境100%股权。中联环境是一家 “以技术驱动发展”
为核心理念的环卫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客户提供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收集转运、下水道市政养护、除冰雪服务等整体
解决方案。在环卫装备领域，中联环境已拥有清扫车、清洗车、垃圾车、市政车、新能源车等产品系列合计约400余款，是
国内环卫装备行业稳固的龙头企业。本次交易后，公司将强化固废全产业链的业务布局，中联环境的环卫装备业务、环卫一
体化服务业务与公司的垃圾处置业务进行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串联，实现公司与中联环境环卫设备业务板块和环卫服务业务
板块的协同交互，拓展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的“智慧环卫”战略发展版图,打造“固废全产业链解决方案”的“智慧环卫”业务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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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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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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广东天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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