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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环境                             公告编号：2021-130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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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迪环境 股票代码 0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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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娅 李舒怡 

办公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绿萝路 77号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绿萝路 77号 

电话 0717-6442936 0717-6442936 

电子信箱 000826@tus-est.com 000826@tus-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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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3,915,589.72 4,253,616,855.90 -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97,523,475.47 180,578,504.75 -2,25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897,598,237.68 155,545,011.27 -2,605.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8,880,300.41 128,214,343.40 125.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724 0.099 -2,851.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724 0.099 -2,851.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27% 1.04% -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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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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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79,095,987.33 42,372,798,303.07 -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682,518,012.03 13,417,305,163.49 -27.84% 

注：计算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时需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中扣除新增归属于其他权益工具--永续债持有人

应享有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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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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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迪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56% 236,947,592 0   

桑德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17% 159,734,340 0 质押 159,734,340 

珠海启迪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9% 82,818,938 0   

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97% 71,084,278 0   

桑德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4% 49,200,773 0 质押 49,196,000 

清控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8% 35,542,139 0   

珠海启迪绿源

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69% 24,189,197 0   

南通金信灏海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5% 22,147,437 0   

易方达基金－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易方达

基金－汇金资

管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88% 12,619,32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8% 9,701,92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与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启迪绿源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2）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与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

行动人；（3）桑德集团有限公司与桑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4）除前项所述，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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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注：公司控股股东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启迪绿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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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股东性质变更为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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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迪环境科

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2019年公开

发行绿色公

司债券（面向

合格投资者）

（第一期） 

19启迪 G2 112978 2019年 09月 26日 2024年 09月 26日 50,000 6.5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7.63% 63.5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31 3.05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2021年1月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

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方案的议案》、《关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预

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月 23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司于2021年2月22日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2），于2021年3月24日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于2021年4月23日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于2021年5月24日披露了《关

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93），于2021年6月23日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 104）。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后

的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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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

交易相关的议案。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原换股吸收合并协议之终止协议》，终止了前次吸收合并协议，重新签订

了附生效条件的《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换股吸收合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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