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475                                                  公司简称：华光环能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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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666,935,032.44元。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

元人民币（含税），每10股派送红股3股（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此外不进行其他

形式分配。 

截至董事会决议日，公司总股本559,392,211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元人民币

（含税），预计派发195,787,273.85元人民币, 每10股派送红股3股（含税），计167,817,663股。 

鉴于公司正在实施合计295,000股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07号）、《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08号）），假设在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完成回购注销，导致公司股本变动，则以实施利

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即以完成

回购注销后的总股本559,097,21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元人名币（含税）

，共计195,684,023.85元，每10股派送红股3股（含税），计167,729,163股。 

本预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 华光环能 600475 华光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钟文俊 舒婷婷 

办公地址 无锡市城南路3号 无锡市城南路3号 

电话 0510-82833965 0510-82833965 

电子信箱 600475@wxboiler.com 600475@wxboiler.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及产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环保与能源两大产业已形成集投资、设计咨询、设备制造、工程建设、

运营管理的一体化服务体系。具体包括:1、市政环保领域（主要为固废处置）的专业设计、环保

设备制造、工程建设及处置运营的全产业链系统解决方案和综合服务；2、电站的锅炉设计制造、

工程总包、电厂烟气治理、热电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业务。 

 

 

 

1、环保综合服务 

（1）环保装备 

主要产品：生活垃圾焚烧炉、垃圾炉排、生物质炉、危废余热炉、污泥焚烧炉以及燃机余热



炉等； 

业务载体：主要是华光环能母公司及子公司华光工锅。 

经营模式：主要为依据客户的需求进行订单式设计、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与安装调试。 

（2）市政环保工程与服务 

主要产品：固废处置工程及系统集成服务（包括生活垃圾、餐厨垃圾、污水、污泥、蓝藻藻

泥等）、烟气治理（脱硫脱硝）工程等工程服务。 

业务载体：主要是子公司市政设计院（拥有市政行业甲级设计资质）、国联环科、华光电站。

主要经营模式为 EPC。 

（3）环保运营服务 

主要业务：固废运营处置项目，包括生活垃圾焚烧处置项目、餐厨垃圾处置、污泥、藻泥处

置等。 

业务载体：主要是垃圾处置子企业惠联垃圾热电、公主岭德联、江西乐联，餐厨垃圾处置子

企业惠联资源再生，污泥处置子企业国联环科及国联环科控股的藻泥处置孙公司绿色生态科技。 

经营模式：公司主要通过特许经营模式从事上述固废处置业务，具体模式包括 BOT、PPP、BOO

等。 

2、能源装备及服务 

（1）节能高效发电设备 

主要产品：主要包括循环流化床锅炉、煤粉锅炉等 

业务载体：主要是华光环能母公司及子公司华光工锅。 

经营模式：主要为依据客户的需求进行订单式设计、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与安装调试。 

（2）电站工程与服务 

主要产品：传统火电及光伏电站工程总承包业务 

主要载体为子公司华光电站及下属大唐电力设计院（拥有电力行业乙级资质），主要经营模式

为 EPC。 

（3）地方热电运营服务 

主要产品：蒸汽（主要）、电力。 

业务载体：主要是热电联产子企业惠联热电、友联热电，热网企业新联热力以及地热供暖世

纪天源。 

经营模式：公司的热电联产企业以煤为原料进行生产，产出蒸汽和电；电与电网公司签订购



售电合同进行销售，蒸汽销售给热用户（工业用户为主），地热供暖主要为居民供暖。 

（二）报告期内行业发展格局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国内经济运行遇到

了困难和挑战；同时，国家对绿色产业、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公司所属的细分行业存

在机遇与挑战： 

1、环保综合服务 

公司主要涉足环保设备的设计制造、市政环保工程与服务及环保项目运营业务。 

（1）报告期内行业发展格局 

报告期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为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提供有力制度保障。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

推进以及政府在市政环保项目的投资加码，市政环保业务的需求持续增加，以及需求持续旺盛带

来的前端环保装备业务的增长。 

①报告期内，财政政策积极，环保行业投资持续加码。2020 年 7 月 14 日国家绿色发展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首期总规模达 885 亿元，财政部牵头各大银行、“长江经济带”沿线地方财政

出资，该基金旨在采取市场化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带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支持环境保护和污

染防治、生态修复和国土空间绿化、能源资源节约利用、绿色交通和清洁能源等领域。报告期内，

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 11 亿元，继续支持长江经济带农业方面污染治理项目建设

等。上述政策持续为环保行业注入发展动力，表明环保投资持续加大的决心和趋势。充足的资金

将带动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环保行业项目投资，同时保障项目资金周转。 

②报告期内，新固废法审议通过，并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本次修订明确国家推行生活

垃圾分类制度，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能力建设，统筹城乡，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

明确差别化收费，确保专款专用。对污水、废弃处置等方面的标准趋严，同时提高对违法行为的

处罚力度，固废行业（生活垃圾/餐厨垃圾/污泥/危废处置）等各细分领域将带来更多的投资需求，

市场规模得以提升。 

另外，2020 年 9 月 29 日，国家财政部、发改委、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

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财建【2020】426 号），对 2020 年 1 月印发



的《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结算

规则进一步明确，详细规定了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合理利用小时数。 

③环保产业由传统的线性模式逐步向闭环经济模式转变，从单一的污染物治理向城市综合性

环境服务提升。如日益常见的静脉产业园，对静脉产业园区及周边地区的固废进行高标准的协同

无害化处理，从单一垃圾处理厂向园区固废集中处理、无废城市建设转变，打造变废为宝、循环

利用的生态工业园区，实现从源头—处置—再生利用的全产业链的闭环经济模式，污染物处置也

从单一化向综合处置、全产业链拓展，为城市固废提供一体化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2）报告期内公司行业地位  

①公司垃圾焚烧锅炉设备（500t/d 及以上）在市场上建立了影响力，具备核心竞争力，在同

类产品中市场占有率行业排名第一。另外，生物质锅炉、燃机余热锅炉在市场占有率均排名前三。 

②公司通过专业化、精细化、系统化的服务，在市政环保领域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执行公司市政工程总包业务的主体主要系公司下属无锡市政院，于 2017 年收购完成，具备甲级设

计资质，自收购后，公司积极协同其由传统的勘察设计等业务向市政工程转型，转型成效较为明

显，在江苏省勘察设计企业综合实力排序位列前十。 

③公司具备固废产业链协同发展及综合协同处置能力，涵盖生活垃圾处置、餐厨废弃物处置、

污泥处置、藻泥处置等。公司在无锡惠山区打造了具备自身业务特色的“城市综合固废处置中心”，

以热电厂、生活垃圾焚烧项目为核心，配置了餐厨垃圾处理、污泥处理、蓝藻藻泥处置、飞灰填

埋等综合处置设施。在提供能源供给的同时，实现固废多项目百分百协同处理和资源化高效利用，

为市政环保项目跨区域复制提供经验；无锡惠山区以公司的固废处置项目为基础向国家发改委、

住建部申报了“无锡惠山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并获得核准。 

④公司已建立起垃圾焚烧发电全产业链平台，完全具备投资、建设、运营垃圾发电项目的能

力、资源和业绩。公司已投运生活垃圾焚烧项目日处理能力 1,600 吨/日，尚有下列项目在建：无

锡惠联垃圾处置项目提标扩容至 2,000 吨/日，预计将于 2021 年 2 季度投入商业运营，及江西乐

平生活垃圾焚烧一期 400 吨/日（总规模 800 吨/日），预计将于 2021 年 2 季度投入商业运营。同

时，公司拓展餐厨处置业务，无锡惠联餐厨项目处理能力 440 吨/日，已在报告期内正式投入运营。 

⑤公司具备污泥深度脱水+干化焚烧的核心技术，污泥处置能力和规模在细分行业处于前列。

公司下属污泥处置目前已投运项目的处置能力为 2,490 吨/日,除上述污泥项目外，公司投资建设了



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蓝藻处理处置项目（规模 1,000 吨/日）已进入运营阶段，进一步开拓了公司

固废处理业务新领域。 

2、能源装备及服务 

公司主要涉足节能高效发电设备的设计制造、电站工程与服务及地方热电运营业务。 

（1）报告期内行业发展格局 

随着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绿色环保要求越来越高。报告期内煤电投资继续下滑，向清洁电源

及环保装备行业转型是火电设备的趋势。同时，产品的复杂性在逐渐增加，服务在制造过程中所

占比重越来越大。 

①电力延续绿色低碳发展趋势，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继续提高。据中电联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2.0 亿千瓦，同比增长 9.5%；“十三五”时期，全国全

口径发电装机容量年均增长 7.6%，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年均增长 13.1%，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从 2015

年底的 34.8%上升至 2020 年底的 44.8%，提升 10 个百分点；煤电装机容量年均增速为 3.7%，占

总装机容量比重从 2015 年底的 59.0%下降至 2020 年底的 49.1%。2020 年，全国全口径发电量为

7.62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0%；“十三五”时期，全国全口径发电量年均增长 5.8%，其中非化石

能源发电量年均增长 10.6%，占总发电量比重从 2015 年的 27.2%上升至 2020 年的 33.9%，提升 6.7

个百分点；煤电发电量年均增速为 3.5%，占总发电量比重从 2015 年的 67.9%下降至 2020 年的

60.8%，降低 7.1 个百分点。 

电力投资同比增长 9.6%，非化石能源投资快速增长。2020 年，纳入行业投资统计体系的主要

电力企业合计完成投资 9944 亿元，同比增长 9.6%。电源工程建设完成投资 5244 亿元，同比增长

29.2%，其中风电、太阳能发电、水电投资分别增长 70.6%、66.4%、19.0%；电网工程建设完成投

资 4699 亿元，同比下降 6.2%，主要因电网企业提前一年完成国家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任务，占

电网投资比重达 44.3%的 35 千伏及以下电网投资同比下降 20.2%。 

煤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比重首次低于 50%，新增并网风电装机规模创历史新高。2020 年，

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19087 万千瓦，同比增加 8587 万千瓦，其中新增并网风电、太阳能发电装

机容量分别为 7167 万千瓦和 4820 万千瓦，新增并网风电装机规模创历史新高。截至 2020 年底，

全国全口径水电装机容量 3.7 亿千瓦、火电 12.5 亿千瓦、核电 4989 万千瓦、并网风电 2.8 亿千瓦、

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 2.5 亿千瓦。全国全口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合计 9.8 亿千瓦，占全口径



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为 44.8%，比上年底提高 2.8 个百分点。全口径煤电装机容量 10.8 亿千瓦，

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为 49.1%，首次降至 50%以下。 

并网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快速增长。2020 年，全国全口径发电量同比增长 4.0%。其中，水电

发电量为 1.36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1%；火电发电量为 5.17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核

电发电量 366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并网风电和并网太阳能发电量分别为 4665、2611 亿千

瓦时，同比分别增长 15.1%和 16.6%。全国全口径非化石能源发电量 2.58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9%，占全国全口径发电量的比重为 33.9%，同比提高 1.2 个百分点。全国全口径煤电发电量 4.63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占全国全口径发电量的比重为 60.8%，同比降低 1.4 个百分点。 

②电力装备海外市场拓展加速。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快速推进，为我国锅炉装备制造

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企业凭借其技术、管理和成本等综合优势，在海外尤其在东南

亚地区订单量不断增加。 

③电站行业趋向系统集成化。市场参与企业从单一的设备提供商向 EPC 电站系统工程总包和

BOT 项目工程总包等整体解决方案转型。通过工程总包，企业高性能锅炉产品能更好地结合企业

独有的工程技术实现系统性优化，进而有利于整个系统的稳定运行。 

④根据《热电联产管理办法》、《循环发展引领行动》等政策，热电联产及清洁供热持续受到

国家政策鼓励。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无锡经济运行有所波动，但趋于稳定向好。根据江

苏省人民政府公告，2020 年 1-12 月，无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 17,594.50 亿元，同比增

长 6.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263.95 亿元，同比增长 7.2%；实现营业收入 18,347.94

亿元，同比增长 4.1%。无锡人均 GDP 常年位列全国前二十，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能源

需求量不断增长，将推动无锡地区热电联产行业的继续发展。无锡工业企业用热与经济发展存在

较强的关联性，具有与经济发展周期相匹配的周期性特征。 

（2）报告期内公司行业地位 

①国内已有超过 20 家企业具备制造电站锅炉资质和规模化制造能力，并形成三大梯队。第一

梯队是上锅、东锅、哈锅三厂，具备为 600MW 及以上机组配套超超临界电站锅炉制造能力的锅

炉制造企业。第二梯队是华光环能、华西能源、杭锅、济锅等，属中大型电站锅炉制造企业。第

三梯队是中小型锅炉厂。公司在第二梯队中排名前列。 

公司装备制造积极向环保清洁能源设备转型的同时，加大海外拓展，近年来承接了越南“一



带一路”重点项目中的 4 台 30 万大型循环流化床锅炉的设备供应（设备已于 2021 年 1 月投入商

业运营），伊拉克 10 台 9E 级立式自然循环余热锅炉的设备供应等。 

②电站工程总包业务在充分发挥自身电力设计院的优化设计能力，依托自有电厂的人才资源

和运营经验的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实力，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开拓。 

③作为无锡地区的热电运营龙头，公司占无锡市区热电联产供热市场的 70%左右。公司拥有

国内供热距离最长的多热源、大规模蒸汽集中供热系统，实现了燃煤燃气联合供应、跨区域供热

的格局，控股热源点供热能力 1400 吨/小时，管线贯穿无锡市南北辖区，实际运行蒸汽管网长度

近 500 公里，热用户近 800 家，单根管线供热距离达到 35 公里。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6,626,736,757.04 13,505,648,380.36 23.11 11,554,611,563.64 

营业收入 7,641,615,180.36 7,005,159,899.17 9.09 7,453,527,160.6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03,444,023.51 449,076,533.98 34.37 419,334,168.0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81,809,706.08 406,096,930.58 18.64 313,082,552.1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7,208,500,728.11 5,967,031,206.50 20.81 4,774,243,953.0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93,400,476.34 842,199,471.37 6.08 -334,479,068.3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0921 0.8028 36.04 0.749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0921 0.8028 36.04 0.749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9.20 7.71 增加1.49个百

分点 

9.0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972,220,313.14 1,617,428,722.73 1,730,365,035.28 3,321,601,10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62,913,471.67 162,389,664.44 97,472,937.55 180,667,94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59,116,426.59 114,463,893.64 85,493,718.31 122,735,667.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2,954,958.49 328518753.53 154,023,928.18 553,812,753.1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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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46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80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0 403,403,598 72.11 0 无 0 国有法

人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员工

持股计划 

0 8,556,719 1.53 0 无 0 其他 

无锡国联金融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0 6,936,416 1.24 0 无 0 国有法

人 

戴毅 483,100 2,453,100 0.44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俞志翔 1,131,111 1,131,111 0.2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田丰 -11,100 933,134 0.17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田晨 821,275 821,275 0.1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史亚洲 -300,110 820,000 0.15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戈洪 -580,000 800,000 0.14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金世承 732,632 732,632 0.1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无锡国联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国联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76.42亿元，同比增加 9.09%；实现利润总额 7.22 亿元，同比增长

24.5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3亿元，同比增长 34.37%。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该准则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详见财务报告附注“五、44.重

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 2020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33 户，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详见公

司 2020 年年报全文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