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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项光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俞建峰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7,138,508,661.03 6,914,529,284.02 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586,637,955.77 4,210,362,109.41 8.9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2,745,071.40 -22,580,455.5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35,944,457.12 479,349,544.28 -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96,353,560.59 232,071,806.85 -1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95,312,148.73 229,838,781.81 -15.0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50 7.26 减少 2.7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1 0.25 -16.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0 0.26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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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171.8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609,121.19 
主要是政府补助摊销及其他补助

形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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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510,252.5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71,628.64   

合计 1,041,411.8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4,15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伟明集团有限公司 412,055,100 42.63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项光明 94,968,528 9.83  无  境内自然人 

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

司 
71,782,200 7.43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素勤 43,759,232 4.53  无  境内自然人 

朱善玉 41,081,634 4.25  无  境内自然人 

朱善银 34,051,900 3.52  无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六组

合 
26,327,419 2.72  无  未知 

章锦福 16,574,100 1.71  质押 850,000 境内自然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员工持股

计划 

10,352,941 1.07  无  其他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四一九组合 
10,002,047 1.03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伟明集团有限公司 412,055,100 人民币普通股 412,055,100 

项光明 94,968,528 人民币普通股 94,968,528 

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 71,782,200 人民币普通股 71,782,200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5 / 8 

 

王素勤 43,759,232 人民币普通股 43,759,232 

朱善玉 41,081,634 人民币普通股 41,081,634 

朱善银 34,051,9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51,9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六组合 26,327,419 人民币普通股 26,327,419 

章锦福 16,574,1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74,100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员工持股计划 
10,352,941 人民币普通股 10,352,94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四

一九组合 
10,002,047 人民币普通股 10,002,0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伟明集团持有嘉伟实业 87.50%的股份，为其控股股东。 

2、项光明与王素勤系配偶关系，项光明与朱善玉、朱善银系

外甥与舅舅关系，朱善玉与朱善银系兄弟关系。项光明、王素

勤、朱善玉、朱善银分别持有伟明集团的 37.21%、5.94%、

20.99%、14.48%的股权。章锦福系项光明妹妹的配偶，持有伟

明集团的 8.42%股权。章小建系王素勤妹妹的配偶，持有伟明

集团的 3.90%股权。朱善玉持有嘉伟实业的 12.50%股权。 

3、项光明、王素勤、朱善玉和朱善银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大幅度变动原因 

单位：元 

资产 
2020年 3月 31

日 

2019年 12月 31

日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107,143,609.26  40,514,711.78  164.46  主要为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固定资产 409,624,969.49  274,612,925.26  49.16  
主要为樟树公司在建工程转入

固定资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8,709,090.94  53,789,565.79  -46.63  
主要为预付工程款及预付土地

款结算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7,313,082.89  72,905,306.00  -62.54  主要为年终奖发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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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 50,999,255.44  81,069,701.35  -37.09  
主要为应交增值税及企业所得

税减少所致。 

应付债券 
 

169,454,419.78  -100.00  
主要为可转债转股及提前赎回

所致。 

 

（二）利润表大幅度变动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3

月）  

 2019年（1-3

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3,311,312.67 5,230,308.75  -36.69  主要为公司增值税税率下降所致。 

研发费用 3,741,419.78 6,775,060.42  -44.78  
主要为公司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研

发活动推迟所致。 

其他收益 16,067,813.18  28,709,114.47  -44.03  
主要为增值税税率下降，增值税返还

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80,667.52 547,769.36 -85.27  主要为公司上期收到的赔偿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1,579,442.68 247,400.00 538.42  主要为公司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2,745,071.40 -22,580,455.58 不适用  

主要为公司销售商品收到的

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3,996,518.70 -262,401,261.21 不适用  

主要为新建项目投入支出增

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5,048,757.66 -334,413,144.44 不适用  主要为公司新增贷款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拓展情况 

（1）2020年1月，公司签署《磐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PPP项目合同》，投资建设日处理生

活垃圾300吨的磐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PPP项目，预留远期300t/d焚烧线所需要的建设场地，

合作期30年。具体见于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外投资并签署磐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09）。 

（2）报告期后，4月，公司成功中标宁都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该项目总处理规模为1,200

吨/日，特许经营期30年。具体见于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项目中标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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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年4月，公司成功竞得安远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权，该项目总规模为

日处理生活垃圾500吨，特许经营期30年。具体见于4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

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得项目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28）。随后为推进该项目

建设，公司在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设立全资子公司“安远县伟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住

所，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欣山镇古田村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法定代表人，程五良；注册资本，

5,000万元；营业期限，2020年4月17日至长期；经营范围，垃圾焚烧发电厂筹建，生活垃圾处理、

农林垃圾处理、餐余垃圾处理、污泥处理、一般工业垃圾处理，生物质处理，垃圾、烟气、污水、

灰渣处理技术开发及服务，环保设备的制造、销售、安装和维护、售后和技术服务。 

（4）2020年4月，公司与庆元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署关于处置庆元县生活垃圾的合作协议，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接纳处置庆元县域内的生活垃圾。 

2、对外工程承包、设备销售和餐厨垃圾处理等业务拓展情况 

（1）2020年1月，公司签署《遂昌县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及焚烧发电一体化项目-遂昌县垃圾终

端处置园一期EPC工程总承包合同》，包含一期主厂房及设备；辅助系统土建一次建成，预留二期

工艺设备位置（不含基础）；协同处理餐厨垃圾20t/d和粪便10t/d设备设施；预留二期主厂房及

设备位置；不含收运系统；总承包费用约2.27亿元。具体见于1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0-008）。 

（2）报告期后，4月，公司成功中标东阳市餐厨垃圾生态处理中心项目，该项目设计规模为

近期餐饮垃圾收运处理规模100t/d，厨余垃圾处理规模200t/d，废弃食用油脂收运处理规模为

15t/d；远期餐饮垃圾收运处理规模200t/d，厨余垃圾处理规模300t/d，废弃食用油脂收运处理规

模为30t/d（择机扩建）；项目合作期30年。具体见于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

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餐厨垃圾处理项目中标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29）。 

（3）2020年4月，公司中标平阳县餐厨垃圾收运及处理服务项目，负责平阳县县域内餐厨垃

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 

3、其他 

（1）报告期内，各投产项目生产运营正常，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浙江省内垃圾入库量和

上网电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总体稍有下降，报告期末已逐步恢复。报告期内樟树项目一炉一机进

入正式运营，玉环餐厨项目投入试运行。临海项目二期于4月实现并网试生产。玉环二期、龙泉、

奉新、婺源、东阳、双鸭山、永丰和蒙阴等项目和嘉善餐厨建设进展顺利。宁晋项目、武义餐厨

项目完成项目核准和环评批复，进入建设阶段。 

（2）公司完成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上市流通工作， 

具体见于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暨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05）。 

（3）公司于2月6日完成2017年可转债公司债券的赎回及摘牌工作，累计面值人民币

667,288,000元“伟明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占“伟明转债”发行总额的99.60%；累计转股数

量为38,195,093股，占“伟明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4.11%，其中2020年1月1日至

2020年2月5日期间，累计转股数量为11,946,473股。具体详见于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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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伟明转债”赎回结果及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18）。 

（4）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计划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亿元（含

12.00亿元）。具体见于3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5）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温州嘉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具体见于

4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25）。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项光明 

日期 2020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