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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85                               证券简称：城发环境                       公告编号：2020-034 

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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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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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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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38198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6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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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发环境 股票代码 00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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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新民 易华 

办公地址 郑州市农业路 41 号投资大厦 16 层 郑州市农业路 41 号投资大厦 16 层 

传真 0371-69158399 0371-69158399 

电话 0371-69158399 0371-69158399 

电子信箱 cfhj000885@163.com cfhj000885@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9年，公司主要业务仍为高速公路开发运营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及运营，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在夯实主营业务的基

础上，公司紧抓河南省静脉产业园政策机遇，逐步把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涉及业务领域拓展至垃圾焚烧发电及污水处理业务方

面，不断增加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高速公路开发运营方面，公司主要负责许昌至平顶山至南阳高速公路、安阳至林州高速公路、林州至长治（省界）高速

公路的运营管理，运营里程255公里。高速公路管理水平稳步提升，道路保通荣获全国“高速公路优质服务项目”，平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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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收费站荣获全国“高速公路十佳服务窗口”，平顶山服务区被交通运输部评为“品牌服务司机之家”。公司子公司许平南

高速中标G312线西峡内乡界至丁河段公路新建工程PPP项目，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中。 

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方面，一方面，作为河南投资集团控股的专业环保板块公司，公司紧紧围绕打造全国环保行业领军企

业的目标，坚持市场开发和项目建设并重，积极参与河南省内多地静脉产业园项目建设，着力打造集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设计咨询、大数据开发应用于一体的环保科技产业。另一方面，水务板块整合初显成效，通过子公司城发水务公司，构建专

业化、规范化管控体系，全力开发水务市场。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中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共计11个，中标污水处

理项目3个，累计投资金额达到64061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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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262,975,20

4.28 

2,028,041,81

4.03 

2,028,043,10

7.12 
11.58% 

4,720,412,33

4.99 

4,720,412,33

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24,135,537.

90 

582,494,060.

84 

581,109,030.

60 
7.40% 

602,850,812.

21 

601,821,344.

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2,107,229.

39 

597,095,918.

52 

595,710,888.

28 
9.47% 

357,385,926.

97 

356,356,458.

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85,869,06

9.36 

1,240,031,62

3.65 

1,238,771,40

0.01 
-4.27% 

1,719,405,45

3.39 

1,718,750,30

9.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574 1.1735 1.1707 7.41% 1.2234 1.22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574 1.1735 1.1707 7.41% 1.2234 1.22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62% 27.03% 26.88% -5.26% 12.09% 12.07%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8,997,503,67

9.99 

8,127,172,65

3.98 

8,355,477,28

5.34 
7.68% 

8,101,686,61

3.34 

8,111,150,86

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993,071,28

3.74 

2,485,940,30

0.29 

2,632,155,80

1.93 
13.71% 

1,865,976,35

5.61 

1,874,946,88

7.4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54,920,438.63 599,999,154.18 638,947,537.59 569,108,07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647,247.15 192,251,843.91 218,561,503.32 67,674,94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5,556,752.14 191,793,205.24 237,429,269.58 77,328,002.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048,202.18 398,435,719.27 330,923,998.87 236,461,14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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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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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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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0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2,98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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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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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6.19% 

278,907,0

35 
0 质押 120,000,000 

中国联合水

泥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9.67% 
48,000,00

0 
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

量化增强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3% 4,126,174 0   

新乡市经济

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1% 4,013,153 0   

刘真 
境内自然

人 
0.37% 1,828,700 0   

黄勤芋 
境内自然

人 
0.36% 1,799,788 0   

汪孔生 
境内自然

人 
0.28% 1,400,000 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

量化阿尔法

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8% 1,394,300 0   

陈乃勤 
境内自然

人 
0.25% 1,256,865 0   

华泰柏瑞基

金－农业银

行－中国太

平洋人寿股

票相对收益

型产品（个分

红）委托投资 

 0.23% 1,121,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未知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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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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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62,975,204.28元，实现营业利润895,706,362.43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4,135,537.9元，基本每股收益1.2574元。2019年是公司全面进军环保产业的一年，也是公司环保业务板块发展史上具有

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面对国内金融强监管和PPP政策日趋规范的外部环境，公司在稳抓收费高速公路业务的基础上，大

力发展基础设施环保板块业务，牵头推进河南省静脉产业园三年行动计划，全力开发优质资源，盈利能力不断加强。 

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 

主营业务方面，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领域，静脉产业园项目全面开花，公司紧抓河南省静脉产业园三年行动计划政策机

遇，坚持市场开发和项目建设并重，2019全年中标垃圾焚烧发电项目11个，在省内市场实现“后发赶超”，与行业龙头企业

形成有力竞争态势。未来，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领域，公司将积极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以河南市场为根基，积极拓

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接洽开拓国外垃圾发电项目。在污水治理领域，公司依托城发水务公司充足的行业经验，在传统

市政供水业务领域之外，积极开拓污水处理市场，与省内多地市政府对接，中标兰考县镇区污水处理（EPC+OM）、漯河马沟

污水处理厂二期、驻马店市第五污水处理厂等项目。此外，公司仍然保持着国内一流的高速公路管理水平，道路保通荣获全

国“高速公路优质服务项目”，平顶山、林州收费站荣获全国“高速公路十佳服务窗口”，平顶山服务区被交通运输部评为“品

牌服务司机之家”。 

公司治理方面，梳理内部控制制度体系，修订完善三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

外担保管理制度、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内部制度，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规范公司运作，提升管理效率。 

党的建设方面，坚持党建与经营深度融合、互促共进，坚持三重一大事项党委决策前置，助推公司高质量发展。公司积

极开展主题教育，凝心聚力、统一思想，开展主题调研和专题调研，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为公司发展把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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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领航纠偏、把舵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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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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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1）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

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类别：（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新金

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是基于本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及该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而确

定。新金融工具准则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的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三个类别。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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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务报表格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财

务报表。 

（3）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修订后

的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于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对于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要求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4）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修订后的准则

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于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对于2019年1月

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要求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的准则和财务报表格式，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合并报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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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    

短期借款  349,290,060.30  431,624.86  349,721,685.16 

其他应付款  117,231,087.50  -22,338,887.42   94,892,200.0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42,599,539.88  42,743.40  642,642,283.28 

其他流动负债  64,375,500.00  2,189,230.42  66,564,730.42 

长期借款  2,644,595,301.26  4,267,696.69   2,648,862,997.95 

其他非流动负债  177,000,000.00   15,407,592.05   192,407,592.05 

 

母公司报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负债：    

短期借款 122,030,000.00  74,259.70  122,104,259.70 

其他应付款 1,361,043,694.20  -74,259.70 1,360,969,434.50  

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进

行调整，无需对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2）执行修订后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根据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除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产生的列报变化以外，公司将“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拆分列示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列示为“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两个项目。公司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期间报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

益无影响。 

3.本期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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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与上期相比发生变化，详见本报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