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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5                             证券简称：环能科技                           公告编号：2019-051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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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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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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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能科技 股票代码 3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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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哲晓 贾静 

办公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3 号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3 号 

电话 028-85001659 028-85001659 

电子信箱 wzx@scimee.com jiaj@scim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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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10,949,699.48 440,008,956.19 -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264,920.94 68,794,194.36 -4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34,326,676.55 68,371,904.95 -4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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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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31,691.82 -100,205,664.35 63.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81 0.1023 -43.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80 0.1023 -43.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9% 4.50% -2.0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100,947,384.60 3,261,528,488.20 -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16,289,122.99 1,557,745,461.74 3.7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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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建启明

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7.04% 182,809,171    

成都环能德美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66% 92,348,832  

质押 33,853,550 

冻结 23,356,492 

倪明君 境内自然人 2.55% 17,220,967 17,220,967   

广东宝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0% 16,202,458    

任兴林 境内自然人 1.74% 11,730,905    

周勉 境内自然人 1.74% 11,730,903    

汤志钢 境内自然人 1.53% 10,330,038    

鹰潭逻辑投资

管理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9% 10,063,784    

冀延松 境内自然人 1.40% 9,462,233    

李喻萍 境内自然人 1.16% 7,820,6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倪明亮、李世富分别持有本公司股东成都环能德美投资有限公司 90.20%、9.80%的股

权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李喻萍为李世富之女，任兴林为倪明君的配偶，倪明亮为

倪明君的胞弟。公司未知除了上述以外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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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北京中建启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9 年 01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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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2019-001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详情见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1 月 07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9 年 01 月 04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2019-001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详情见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1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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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节能环保服务业 

2019年以来，随着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环境承压明显，促使我国进入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转型

期。环保行业企业正在经历外部市场信用收缩，项目回款难度进一步增大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的考验。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为核心的各项环保政策陆续颁布，标志着环保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新阶段，行业发展整体迎来较大变化。 

面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机遇与挑战，公司追本溯源，以核心技术为平台，积极调整现有业务结构，深化现有市场营销布

局体系，对公司治理、安全发展、项目质量等内容进行重点管控。报告期，公司遵循“融合通达、品质保障、价值创造、奋

斗幸福”的思路，稳定有序推进企业发展各项工作，主要经营状况回顾如下： 

(1) 公司治理 

2019年1月，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选举完成，中建集团成为环能科技实际控制人，公司迎来了

转型升级的体制性变革。报告期，公司继续完善和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对接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和控

制制度，进一步加强过程管控和事后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公司财务审核和监督、投资管理机制、技术开发与创新、安全生

产管理等内部控制制度。同时建立有效的激励措施调动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的积极性。在治理机制建设基本完成后，公司正

努力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管理优势和企业文化方面的有效融合，公司将以现有的技术、产品和专业团队为基础，嫁接新

的渠道与平台，进一步发挥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的活力。 

(2) 安全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和各分、子公司持续强化安全意识，在原有的安全体系基础上，通过健全安全台账、组织专题安全培训、

组织现场隐患排查等方式切实开展安全督查、不断跟进安全整改措施，通过组织宣贯落实“安全生产月”、世界环境日宣传、

评选“行为安全之星”等方式提高员工对安全的重视程度与参与感，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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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技术研发 

公司始终秉承开放共赢的合作理念，坚持构建以客户需求为核心、以市场和政策方向为先导，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规划

的科技创新与产品应用体系。报告期，公司以核心技术为平台构建产品线，一方面强调科技创新要以核心技术突破为主要目

标，通过技术突破提升产品线的竞争力，深挖产品线的深度；另一方面，针对不同的细分应用场景，进行多元化产品开发，

拓展产品线的宽度，力求技术创新产出价值的最大化。目前，公司已经初步构建了以混凝分离、过滤分离、离心分离、生化、

水力流体、热交换等为主的6条产品线构架和多款细分产品。 

公司具有对复杂项目的整体解决方案及细致服务能力，以满足用户对安全、清洁、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的要求，增强企

业面向行业竞争、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报告期，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获得专利18项，其中发明专利3项。 

(4) 市场开拓 

报告期内，公司以六大管理中心（西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绿色工业）为核心，以现有技术平台为依托，持续

深耕工业废水、流域水环境治理、市政污水处理、村镇污水处理等水环境治理市场。公司通过参加知名环保行业展会等方式，

展示公司涵盖市政、流域、工业领域水环境治理产业链解决方案能力，分享公司建设典型项目的经验，扩大了公司的品牌知

名度和在业内的影响力。 

(5) 项目管控 

面对环保行业的深刻变革，公司以“广泛筛选、重点跟进”为原则对项目进行梳理，依托公司对水处理全产业链服务理解

的不断深入，注重寻找与公司规模、主业发展方向、技术研发方向相匹配的项目，不以项目数量为目标，注重拓展项目服务

范围及深度，通过为项目提供上下游产业链的整体解决方案及细致服务，实现对单个项目价值的深度挖掘，从而在保障公司

正常发展的基础上对业务结构进行调整，继续探索以产品技术服务为核心驱动的业务发展模式，实现差异化竞争。 

(6) 财务数据 

报告期，受合同执行进度的影响，部分项目暂未验收，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094.97万元，同比减少6.60%，阶段性小幅

下降；受业务结构影响，综合毛利率同比略有降低，营业成本23,696.35万元，同比减少1.98%；由于加大营销投入等原因，

公司期间费用同比有所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26.49万元，同比减少4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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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24）。 

执行《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执行2019年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债务重组》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A.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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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列报影响如下： 

 

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合并）相关项目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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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73,877,492.97 应收票据 102,977,250.57 

应收账款 770,900,242.4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09,408,081.55 应付票据 76,691,008.75 

应付账款 332,717,072.80 

 

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母公司）相关项目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05,527,324.72 应收票据 76,419,735.27 

应收账款 429,107,589.4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97,566,471.59 应付票据 77,191,008.75 

应付账款 120,375,462.84 

B.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对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

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该准则的规

定进行追溯调整。 

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的时点 备注 

详情详见下述说明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已经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 

2019年01月01日 详情请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的《关于会计政策及会计估

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4） 

A. 变更原因 

A) 市场情况发生变化。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预计2019年度公司与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以下简称“中建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之

间的交易日益增加，中建集团及其下属公司资信良好、履约能力强，违约风险小。 

B) 从近几年坏账核销数据来看，无中建集团及其所属企业应收款项核销情况发生，按信用风险特征计提坏账准备与实际不

符。 

B. 变更内容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将中建集团范围内的关联方应收款项划分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款项”组合，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

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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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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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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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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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