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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4                             证券简称：旺能环境                          公告编号：2021-70 

债券代码：128141                             债券简称：旺能转债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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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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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能环境 股票代码 00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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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春娜  

办公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溪街道环山路 899 号  

电话 0572-2026371  

电子信箱 lcn@mizuda.net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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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784,844.16 737,117,837.36 5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1,850,746.15 229,408,023.17 4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26,746,052.37 225,545,954.30 44.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6,720,931.74 315,504,452.09 51.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9 0.55 4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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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5 0.55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3% 5.41%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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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1,169,016.13 12,006,889,493.35 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86,493,541.64 4,759,925,219.95 2.6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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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美欣达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91% 142,866,210 0 质押 45,653,817 

单建明 境内自然人 17.67% 74,472,826 0 质押 38,506,000 

长城（天津）

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长城国泰－

高端装备并

购契约型私

募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87% 20,520,385 0   

上海嘉恳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新享

嘉恳3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3% 10,258,854 0   

鲍凤娇 境内自然人 2.41% 10,140,500 0   

北京鼎翰投

资有限公司

－湖州惠赢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0% 7,989,269 0   

宋娜 境内自然人 1.51% 6,380,000 0   

陈雪巍 境内自然人 1.32% 5,560,015 0   

湖州美欣达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2% 5,125,500 0   

国华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

二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6% 4,907,70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单建明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鲍凤娇是单建明的配偶，单建明对美欣达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 90.90%，是其控股股东，上述三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三位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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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享嘉恳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数为 10,258,854 股；股东宋

娜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数为

6,38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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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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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旺能环境

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

换债券 

旺能转债 128141 2020 年 12 月 17 日 2026 年 12 月 16 日 139,993.82 

第一年 

0.30%、第二年 

0.5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为 1.80%、第

六年为 2.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0.00% 60.1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5.93 7 

三、重要事项 

公司发行的1,400万张面值为100元的可转债于2021年1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本

次发行结束之日 2020 年 12 月 23 日（T+4 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2021 年 6 月 23 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 

2026 年 12 月 16 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本次发行可

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 16.47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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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1年5月31日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旺能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6.47元/股调整为15.97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5月31日起开始生效。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学庚 

 

 

2021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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