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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85                          证券简称：城发环境                           公告编号：2021-032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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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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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07825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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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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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在夯实环境及公用事业项目投资建设和高速公路开发运营的基础上，紧抓河南省静脉产业园政策机遇，大

力发展垃圾焚烧发电业务，拓展生活污水处理和新环卫业务，不断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在行业的影响力。 

环境及公用事业项目投资建设方面，公司紧紧围绕打造全国环保行业领军企业的目标，积极参与河南省内多地静脉产业

园项目建设，多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入建设或运营。同时，通过子公司城发水务公司开展供水污水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

通过子公司城发新环卫公司推进垃圾分类、智慧环卫、绿化管养等城市环境综合服务。收购沃克曼提供工程管理、研发设计、

装备制造等专业化服务，着力打造集设计咨询、科技研发、投资建设、运营管理、装备制造、产业培育和大数据开发应用于

一体的环保科技产业上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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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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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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养护经验被写入河南省“十三五”国评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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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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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8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392,797,525.99 2,262,975,204.28 2,262,975,204.28 49.93% 2,028,043,107.12 2,028,043,10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14,157,412.89 624,135,537.90 624,128,458.10 -1.60% 581,109,030.60 581,109,03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26,492,528.36 652,107,229.39 652,100,149.59 -3.93% 595,710,888.28 595,710,888.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50,929,288.88 1,185,869,069.36 1,162,795,036.32 -18.22% 1,238,771,400.01 1,238,771,400.0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0763 1.1669 1.1669 -7.76% 1.1707 1.170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0763 1.1669 1.1669 -7.76% 1.1707 1.17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71% 21.62% 21.41% -4.70% 26.88% 26.8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3,299,211,681.63 8,997,503,679.99 9,054,144,239.68 46.89% 8,355,477,285.34 8,355,477,28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699,337,857.93 2,993,071,283.74 3,021,373,393.94 55.54% 2,632,155,801.93 2,632,155,8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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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62,010.34 526,180,063.25 914,741,203.30 1,761,814,24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921,602.08 131,435,325.96 266,614,102.70 317,029,58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200,431.47 129,407,930.23 264,296,241.94 333,988,787.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07,140.13 226,703,574.84 407,752,010.00 322,480,8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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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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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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1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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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7% 362,579,146 0 质押 120,000,000 

中国联合水泥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72% 62,400,000 0   

中国人民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1.72% 11,037,709 0   

陈旦珍 境内自然人 1.14% 7,310,600 0   

国新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89% 5,741,031 0   

新乡市经济投

资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81% 5,217,099 0   

中国人民健康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保

险产品 

其他 0.55% 3,499,938 0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

华盛世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5% 2,904,509    

姜凤伶 境内自然人 0.43% 2,753,30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其他 0.41% 2,62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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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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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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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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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公司克难奋进、跨越发展之年，是公司走出河南、走向全国的第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各种不利

局面，控疫情抓经营，我们始终直面挑战，牢记使命担当，经受了重重困难的考验，超额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实现营业收

入3,392,797,525.99元，实现营业利润882,584,613.78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4,157,412.89元，基本每股收益

1.0763元。开展了如下主要工作： 

主营业务方面，一是省内市场布局圆满收官。中标落地焦作、濮阳、淮阳等7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别是成功获取今

年国内规模最大、竞争最为激烈、示范效应明显的焦作静脉产业园项目，牢固确立了公司省内环保行业主导地位。鹤壁、滑

县等餐厨垃圾、污泥处置项目落地，轻资产参与全省规模最大的安阳餐厨污泥项目，资源集约高效、能源梯级利用、产业耦

合循环的协同发展格局初见雏形。二是项目建设运营水平持续增强。安阳、鹤壁、漯河、喀什等21个项目同步开工建设，环

保能源高管全部下沉一线，包干项目建设；建立标准化招采流程，创新集中采购、联合采购模式，保障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项目运营指标优势明显，第一个投产的济源垃圾发电项目吨发电量达到405度，厂用电率控制在12%左右。滑县垃圾发电项

目投产即满发，两台机组一次性通过“72+24”小时试运行。三是水务环卫板块打造卓有成效。顺利中标驻马店五污、上街三

污、内黄污水处理厂等项目，与上街、孟州、商水等地签订环卫项目服务协议。专业化能力明显增强。最大程度发挥集团化

管控效应，实施水务、环卫板块一体化管理，水务药剂耗材单价同比降低30%，环卫设备产品单价降低10%，全年节约资金

近3000万元。 

资本运作方面，顺利完成配股工作，认配率高达98%，募集资金突破11.6亿元，接近发行预案上限，公司自主融资能力

不断提升。完成首期6亿元超短融发行，利率2.95%，打通银行间市场融资渠道，融资手段更加多元。 

党的建设方面，公司党委组织召开务虚会，围绕年度目标任务和当前形势，公司领导、中层干部和下属企业负责人深入

讨论，统一思想认识，确立了走国际化道路、大力发展环卫板块、做实专业化子公司的总体战略。面对新冠疫情，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作用，供水、污水、环卫、高速公路等业务板块党员冲在一线，与地方政府共同抗疫。济源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政

企村”联创联建示范点成功揭牌，并在滑县项目复制推广，公司基层党建模式创新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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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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预计较上年同期增长49.93%，变动原因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新增工程承包及设备业务

收入引起。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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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

执行新收入准则以及通知，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统称“原

收入准则”)。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

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提供了更多的指引，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具体收入确认和计量的会计政策参见“财务报告”中的“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相关内容。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2020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

息不予调整，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2019年12月

31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2020年1月1

日余额 

资产：    

存货 7,930,603.78 -1,561,890.44 6,368,713.34 

合同资产  1,561,890.44 1,561,890.44 

负债：    

预收款项 174,809,029.43 -172,308,652.03 2,500,377.40 

合同负债  170,616,203.08 170,616,203.08 

其他流动负债 2,412,877.58 1,692,448.95 4,105,326.53 

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无影响。 

3.本期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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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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与上年度相比发生变化，详见年报正文第十二节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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