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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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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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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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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环境 股票代码 30014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南方泵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金磊 夏奕莎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湖州街 168 号美好国际大

厦 13 楼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湖州街 168 号美好国际

大厦 13 楼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 0571-86396201 0571-86396201 

电话 0571-86397850 0571-86397850 

电子信箱 xjl@nanfang-pump.com xys@nanfang-pum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业务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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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主要分为三大类：通用设备制造类业务、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类业务及其他环保类

业务。 

1、通用设备制造类业务 

公司为国内领先的不锈钢离心泵制造企业，在行业领域深耕三十余年，奠定了国内不锈钢离心泵龙头

企业的地位，近年来致力于高能效产品的研发和运用，践行绿色节能理念，为客户打造专属的泵产品解决

方案。公司主要产品包括CDL/CDM系列立式不锈钢多级离心泵、CHL系列卧式不锈钢多级离心泵、成套供水

设备、污水泵、暖通泵、中开泵、消防泵、计量泵、油泵、深井泵等多系列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管道增

压、工业用水、楼宇供水、暖通系统、消防系统、净水处理、医药及电子清洗等诸多领域，是目前国内冲

压焊接多级离心泵领域产销量最大的专业生产商。 

公司泵产品定位中高端市场，产品质量、产品系列、品牌形象、毛利率水平据行业领先地位，随着业

务布局及销售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通用设备制造业务从2017年至2021年这五年，收入增幅达74%。公司

高度重视技术研发，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并在杭州、西班牙、美国布设三大研发基地，2021年研发

投入近2.5亿元，研发投入逐年增加，研发能力持续提升。公司主要采用直销模式，拥有强大的营销团队，

在全国多数一二线城市设有办事处，建立了辐射全国的营销网络，稳健成熟的销售体系也是公司制造业核

心竞争力之一。 

报告期内，“双碳”目标下给本业务板块的下游应用领域带来了显著的积极变化和具有较强确定性的

市场成长机遇；上半年疫情缓解加速市场放量，公司订单量快速增长；行业企业两极分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公司行业龙头效应和品牌效应进一步增强，为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公司在上半年整体泵产品销售价格提

价10%；公司由工业配套延伸直接开拓终端大客户的措施效果显著，实现泵产品终端销售约4.43亿元，较

2020年增长74.8%；新兴细分业务快速增长，消防泵实现营收、利润翻番。综合上述因素，公司制造板块

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约40.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5.11%，实现利润总额45,5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54%。年销售泵产品约104万台，核心产品不锈钢离心泵、管道泵、二次供水设备、消防泵等销量持续

增长，外贸市场保持快速发展，彰显了公司泵业的出色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制造板块下属南方泵业“冲压焊接多级离心泵”成功入围第六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

军产品名单；南丰机械成功入选国家工信部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南方安美更因跨越式发展在《人

民日报》海外版头条《更开放，外贸外资春意浓》中被作为典型代表，诠释了“广大中国外贸外资企业正

以蓬勃姿态迈向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国家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规

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基本普及数字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到203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

业全面普及数字化，骨干企业基本实现智能转型”的发展目标。公司作为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以及国

内首家泵行业黑灯车间的企业，积极顺应制造业发展趋势，瞄准国内产品加速替代国外品牌、细分领域市

场空间加速放量的有利契机，推动传统泵制造工艺与智慧制造的融合，合计投资约16亿元启动年产20万套

高效节能泵智能制造项目、年产100万套泵产品智能制造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力争2023年底左右投入生产，

预计达产后将大幅提升公司泵业产能和智能制造程度，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为制造板块未来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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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坚实基础。 

2、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类业务 

公司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类业务主要依托子公司金泰莱平台，核心业务为通过化学清洗、烘干、烧结、

焚烧、湿法提炼等工艺，实现危险废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综合利用。公司在湿法金属提炼领域拥有

多年经验积累，在含金属废弃物资源化回收方面拥有明显技术优势，形成了重金属湿法提炼、污泥烘干、

烧结减量化处置、危废焚烧无害化处置、废包装物处置再利用等多种工艺结合的危废处置技术体系。 

危废处置行业属于环保治理领域，是国家政策支持发展的行业，同时具有进入门槛高、区域性等行业

特征。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政府对危废处理的监管愈加严格，国民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从长

期看危废处置行业有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金泰莱顺应行业趋势，依托较强的处理能力和较完善的资质许

可，以及累积多年的收集渠道，形成了规模化的危废处理优势。2021年，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关于印

发深化危险废物闭环监管“一件事”改革方案的通知》，明确禁止将新、改、扩、迁建单套装置年焚烧能

力3万吨以下的焚烧等项目纳入省级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规划或市级综合利用能力提升方案，进一

步优化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结构和布局。未来，危废处置工艺单一、处置规模小、处置能力弱的企业在

日趋严格的监管形势下，预计将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市场份额将逐步向处置规模大、资质齐全、治理规

范、综合实力强的优势企业靠拢。 

报告期内，金泰莱拥有19个大类253个小类危险废物处置许可，总处置能力18万吨/年，也是金华市固

体废物管理中心指定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点之一，在金华永康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金泰莱

坚持科学精准抓防控，保障生产作贡献，以实际行动彰显国企担当，助力疫情防控。 

3、其他环保类业务 

公司其他环保类业务主要涉及勘察设计、环保咨询、环保项目运营等业务。其中：勘察设计业务主要

从事水利工程、市政工程、建筑工程等基础建设领域的一体化咨询设计服务，拥有水利工程、建筑工程、

市政工程等设计甲级、乙级资质，业务范围主要围绕河南洛阳、广东惠州和江苏无锡向周围辐射，区域优

势明显，发展稳健，报告期内新增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21项，软著6项，获得国家级设计成果奖1

项，省、市级优秀设计成果奖19项。环保咨询业务主要包括项目环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水保监理监测、

水土保持方案、区域环境影响跟踪评价、社会稳定性评估、环境影响后评价等业务，报告期内积极推进主

要在建项目收尾及验收工作，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积极开拓环保新市场，凭借自身良好的品牌效应和

一站式环保咨询综合业务能力优势，提前布局“环保管家”等新兴业务市场；环保运营类业务主要涵盖污

水处理、污泥处置、工业供水、蓝藻资源化处理、PPP项目运营等业务，多数项目已经或即将进入运营期，

部分项目处于技改实施阶段，报告期内，未新增投资项目。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通用设备制造（泵业）和环境治理两大类业务，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为公司核心主业，

主要从事水泵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内最早研发并规模化生产不锈钢冲压焊接离心泵企业之一；环境

治理业务主要涉及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环保咨询、勘察设计及环保项目运营等业务，具备集环保行业一体

化、一站式服务的完整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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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用设备制造行业（泵行业） 

（1）、行业发展状况 

泵产品广泛应用于管道增压、工业用水、楼宇供水、暖通系统、消防系统、净水处理、医药及电子清

洗等诸多领域。根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数据，2021年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约10%，机械工业主

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中，通用设备同比增长12.4％。根据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泵业分会和Wind

数据统计，我国泵行业近年来平均市场规模维持在2000亿元左右。 

从全球市场来看，泵行业高端市场基本以国外如“格兰富”、“荏原”等龙头企业为主，行业集中度

较高，产品售价远高于国内产品。从国内市场来看，我国泵行业市场集中度低，研发投入不足，产品档次

参差不齐，同质化现象严重，结构性矛盾突出；根据《2021年中国通用机械泵行业年鉴》，2020年，我国

泵行业营收2000万以上规模工业企业1255家，但工业产值上亿的仅有109家，多数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

接续订单能力不足，毛利率水平较低。 

据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泵专业委员会统计，我国每年全国发电量的19%-23%要消耗在泵产品上，泵业是

通用机械行业中耗电量最大的行业之一，契合国家积极推进的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泵能效的提升具有

巨大的现实意义，不锈钢离心泵节能、高效、卫生、低噪、轻量、寿命长的产品特点预计将加速其对传统

铸铁泵的替代进程；双碳经济下企业节能设施改造、城市老旧小区二次供水改造、乡村供排水设施建设、

国家水网和水利设施建设等驱动因素，为行业整体市场放量奠定基础；在行业集中度低、整体竞争加剧、

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转的背景下，行业领先企业的规模效应、成本控制、技术优势及品牌价值优势愈发明显，

国内泵行业重要细分市场领域的市场份额有望逐步向优势企业集中；国内外抗疫重塑全球商品流动新格

局，国内泵行业高端市场迎来国产替代发展机遇，行业龙头企业品牌效应逐渐释放。 

（2）、公司行业地位情况 

公司是国内最早研发并规模化生产不锈钢冲压焊接离心泵的企业之一，2021年是公司制造板块主体南

方泵业成立30周年，岁月沉浮，三十年深耕造就国内不锈钢离心泵领域龙头地位。公司泵产品定位于行业

中高端市场，系国内该领域产销量最大的专业生产厂家，产品的系列范围、销售总量、产品质量均排在同

行业前列，公司拥有强大的营销团队，在全国多数一二线城市设有办事处，建立了辐射全国的直销网络，

行业地位不断巩固。 

2、废弃资源综合利用行业 

（1）、行业发展状况 

在市场竞争方面：近年来，随着危废处置行业迅速发展，行业核准收集和利用处置能力、产废源头治

理能力不断提升，行业逐步呈现出规模化、集约化、资源化的发展特点，竞争日趋激烈；随着等离子熔融、

水泥窑协同处置等新技术、产废企业自建处置设施等新模式的出现，传统危废处置企业的经营遭受较大冲

击；同时，生态环境部发布《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要求危废转移和处置遵循就近原则，危废处置行

业经营受区域内竞争形势的影响进一步加剧。鉴于上述原因加之疫情影响，2021年危废处置行业竞争持续

加剧，资源化危废收运成本不断提高、无害化收运处置价格大幅下降，行业整体利润率下滑明显。目前，

危废处置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后的调整期，行业集中度或将在“十四五”时期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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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机遇方面：报告期内，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了《“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关于“十四

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

《“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重量级环保产业政

策文件，在贯彻循环经济理念、提升环境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固废处置能力、加强危废监督管理、强化废

物源头减量、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等众多方面明确了产业政策导向。地方层面江苏省出台了《江苏省强

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新建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设施处置能力原

则上应大于3万吨/年”；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了《关于印发深化危险废物闭环监管“一件事”改革方案

的通知》，明确禁止新、改、扩、迁建单套装置年焚烧能力3万吨以下的焚烧等项目纳入省级危险废物集

中处置设施建设规划或市级综合利用能力提升方案。从政策导向来看，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长期重视为危废

处置行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一系列新标准、新要求的提出也体现了危废处置行业的现实矛盾，为

行业未来有序发展指明了方向。 

（2）、公司行业地位情况 

公司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务主要依托位于浙江金华市的子公司金泰莱。金泰莱作为华东地区规模较大

的综合性危废处置企业，处理范围包括废包装物、废酸、废碱、废催化剂、含有机硅废渣、含铜镍废物、

表面处理废物、含油废物等19个大类253个小类危险废物，总处置能力18万吨/年，也是金华市固体废物管

理中心所指定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点之一。对比同行业情况，金泰莱在资质范围、处置能力、地理

区位等方面均有较强的优势。同时，金泰莱进一步完善业务布局，积极开展贵金属资源化利用业务，充分

发挥现有资源探索多方位对外合作，打造传统业务+新兴业务相互补充、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确保未来

板块经营稳健。 

3、其他环保行业 

（1）、行业发展状况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生态保护及环境治理相关政策，为环保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政策环境。

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提出“到2035年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

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提出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推进清

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推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等。“十四五”期间，我国立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将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围绕大气污染物减排、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土壤污染防治与

安全利用等方面，不断改善空气、水环境质量，有效管控土壤污染风险，全面提升环境基础设施水平，构

建集污水、垃圾、固废、危废、医废处理处置设施和监测监管能力于一体的环境基础设施体系，形成由城

市向建制镇和乡村延伸覆盖的环境基础设施网络。基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国内环保行业正孕育着巨大商

机，但同时也面临着投资大、回收期长、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的影响。 

（2）、公司行业地位情况 

公司旗下其他环保类业务主要聚焦环保行业前端咨询设计、后端运营服务，拥有多家甲级资质单位，

报告期内在北京、河南、河北、广东等局部区域市场及各细分业务领域具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和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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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过众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市场经验。在积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背景下，

公司将密切关注行业发展趋势，充分结合自身资源禀赋，立足主业经营，加大内部整合、加强人才培养，

提升服务能力，积极为客户创造持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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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7,961,400,303.49 8,767,886,768.31 -9.20% 10,329,683,96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36,726,923.08 2,820,752,959.25 -27.79% 4,825,374,098.43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5,186,501,853.30 4,218,438,814.39 22.95% 4,094,020,40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9,197,537.48 -1,959,645,047.83 60.24% 22,927,69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3,897,338.06 -2,091,228,457.93 62.04% 8,768,398.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4,155,281.88 573,586,564.86 -29.54% 660,520,697.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1.03 60.19%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1.03 60.19%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15% -51.83% 19.68%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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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709,244.24 1,456,507,383.62 1,336,488,006.71 1,523,797,21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017,082.63 86,629,331.92 20,294,193.38 -937,138,14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149,746.83 87,594,092.34 15,311,679.44 -956,952,856.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142,654.23 220,686,416.86 209,518,166.20 83,093,3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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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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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6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74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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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无锡市市政公用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51% 413,639,291 0   

沈金浩 境内自然人 7.87% 151,368,931 113,526,698   

沈洁泳 境内自然人 2.13% 40,974,912 0   

戴云虎 境内自然人 1.62% 31,109,067 31,109,067 冻结 31,109,067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少数

派万象更新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8% 22,640,000 0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少数

派万象更新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6% 22,356,000 0   

沈凤祥 境内自然人 1.06% 20,350,000 0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少数

派万象更新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2% 19,590,000 0   

郭少山 境内自然人 0.63% 12,146,795 10,160,096   

赵才甫 境内自然人 0.54% 10,458,46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沈金浩与沈洁泳系父子关系。 

2、沈金浩及其一致行动人沈洁泳将合计持有的公司 10%的股份与无锡市市政公用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形成一致行动的安排。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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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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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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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1、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荣誉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坚持自主研发、重视技术创新，获得了来自行业协会、省级及国家等相关部

门的认可。主要获得的荣誉如下：  

（1）公司与江苏大学合作完成的“不锈钢冲压泵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项目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证书号：2020-J-2-020-D01）； 

（2）公司子公司南方泵业与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合作完成的项目“基于3D

打印的复杂结构零件快速精铸成形技术”项目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证书号：2020-J-3-105-D02）； 

（3）子公司南方泵业联合中国计量大学共同完成的“大型高压加氢注水泵及其数字监测系统关键技术

与产业化”项目斩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2021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 

（4）子公司南方泵业生产的“冲压焊接多级离心泵”成功入围“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名单； 

（5）子公司南方泵业、南方智水与中国计量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的“智慧节能供水装备及在线监测云

平台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斩获“中国节能协会节能减排科技进步二等奖”； 

（6）子公司南方泵业CDL5-7、ZS80-65-160/15.0、CDL20-4等多款产品入选《“能效之星”装备产品

目录（2021）》； 

（7）子公司南丰机械获得国家工信部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并于2021年11月成功获评第二十八

批浙江省企业技术中心； 

（8）子公司洛阳水利的《洛阳市洛河西段河道治理工程》获得2021年度河南省优秀勘察设计一等奖、

《灵宝市卫家磨水库复建工程》获得2021年度河南省优秀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一等奖、《伊川县南苑水

厂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获得2021年度河南省优秀水利水电工程技术咨询一等奖。 

2、投资建设智能制造基地项目，聚焦公司主业制造业（泵业）发展 

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加快公司通用设备制造板块产业升级，向高端智能制造迈进，提升公司泵产品性

能、质量水平、生产能力、交付能力和市场地位，降低生产成本，巩固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分别于2021

年9月29日、2021年12月1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子公司南方泵业（湖州）有限公司开展泵产品智能制造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一期）的议案》、《关

于公司投资年产20万套高效节能泵智能制造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南泵（湖州）在浙江省湖州市

开展泵产品智能制造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一期），投资总额不超过12亿元；同意公司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展

年产20万套高效节能泵智能制造项目，投资总额不超过4.5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

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81、2021-082、2021-083、2021-101）。 

泵产品智能制造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一期）新征土地145,189㎡（合217.7亩），拟新建347,550.15㎡

的生产厂房和配套辅助设施，组建轻型多级离心泵生产线，包括智能化制造过程、智能在线检测系统、自

动化物流系统、信息化系统等，实现高效智能制造，以满足年产多级离心泵100万台；年产20万套高效节

能泵智能制造项目新征土地46,874㎡（合70.31亩），拟新建建筑物面积为111,480.6㎡，新增卧式多级泵

组装生产线、立式多级泵组装生产线、大水段加工线、进出水体加工线、泵头衬里加工线、泵轴加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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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流壳体自动化冲压线、口环座机器人冲压线、叶轮焊接线、三转台叶轮激光焊机等生产设备，及产品出

厂检验测试台、产品综合测试台等检测设备；并根据生产需要，进行有关公用设施的配套建设。 

以上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顺利实施后公司将拥有行业内领先的不锈钢离心

泵高端智能制造基地，为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3、关于公司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资产事项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申请，公司于2021年3月12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公司股票于2021年3月12日上午开市起停牌。2021年3月24日，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时，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一般性风险提示暨公司股票复牌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公司股票于2021年3月25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结合本次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工作，陆续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南方中金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南方中金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南方中金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但鉴于本次资产重组工作自筹划以来已历时较长，市场环境较本次重组筹划之初发生较大变化，

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公司于2022年2月24日终止

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并向深交所申请撤回本次资产重组相关申请文件。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

本次资产重组事项的终止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和战略发展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告编号：2022-012）。 

根据控股股东无锡市政做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控股股东将于2023年12月前解决与上市

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未来，公司会继续积极配合控股股东履行承诺，如有达披露标准的进展公司将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关于公司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 

公司于2017年12月收购了浙江金泰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泰莱”）100%股权，并与业绩

承诺方戴云虎、宋志栋、陆晓英签订了《利润补偿协议》。2020年度金泰莱未能完成承诺业绩。根据《利

润补偿协议》及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及评估报告，经测试，三位业绩承诺方需补偿上市公司共计

574,368,900.00元。为维护公司利益，保障业绩补偿款回收，报告期内，公司与业绩承诺方进行了多次沟

通，并发函催促其履行协议约定，同时已分步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以

下简称“上海国际仲裁委员会”）提出业绩补偿仲裁申请。2021年11月，业绩承诺方向上海国际仲裁委员

会提出仲裁反请求，申请公司补偿业绩承诺方股权转让款合计557,187,733.42元；2022年3月6日，公司申

请业绩承诺补偿请求仲裁与业绩承诺方提出的仲裁反请求进行了首次开庭审理；2022年3月，公司收到了

上海国际仲裁委员会的有关仲裁案延长判决期限的通知书，就公司申请业绩承诺方业绩补偿金额部分、就

业绩承诺方应在业绩补偿的基础上另行就资产减值补偿现金及业绩承诺方提出的仲裁反请求部分，裁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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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分别延长至2022年6月22日、2022年6月10日止。 

截至目前，公司提出的仲裁请求、业绩承诺方提出的仲裁反请求尚未裁决。公司将持续关注并全力推

进本次案件，坚定维护公司利益，通过后续的仲裁开庭审理，争取全体股东利益及公司的权益最大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公告名称 披露日期 公告编号 披露索引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的公告》 2021.2.9 2021-012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2021.7.21 2021-062 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购标的公司业绩对赌完成情况及补偿情况的公告》 2021.7.30 2021-065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2021.8.5 2021-066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2021.8.18 2021-071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暨公司收到法院传票的公告》 2021.9.10 2021-078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暨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2021.9.29 2021-084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暨公司收到仲裁反请求受理通知的公告》 2021.11.17 2021-094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暨公司收到仲裁开庭通知的公告》 2021.12.10 2021-100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暨公司收到取消开庭通知的公告》 2022.1.6 2022-002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暨公司收到开庭通知的公告》 2022.2.7 2022-008 巨潮资讯网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所涉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暨公司收到延长裁决期限通知的公告》 2022.3.18 2022-013 巨潮资讯网 

 

5、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导致本年度业绩大额亏损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实际经营情况并结合行业发展判断，根据相关会计准则要求，按照审慎原则，对

收购浙江金泰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洛阳水利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所形成的商誉进行了评估, 经

相关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认计提商誉减值50,655.22万元。此外，公司结合各类资

产技改及运行情况，对包括无锡市污泥处理项目特许经营权形成的相关资产、宜兴市蓝藻打捞、藻水分离

及藻泥（污泥）干化项目资产及江苏南方中金污泥处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污泥处理项目等相关资产进行了综

合评估，结合实际评估情况、相关会计政策以及审慎性原则，经相关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

后,确认计提无形资产及固定资产减值损失44,715.9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18,650.19万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77,919.75万元。 

就公司出现年度业绩亏损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进行了认真总结。未来，公司将按照既定的发

展战略，聚焦制造业（泵业）为核心做大做强，稳健发展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类业务做优做精、逐步优化其

他环保类业务布局，进一步夯实资产质量，严控经营风险，切实提高公司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公司2020年度审计期间，恪尽职守，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的各项工作，为保持审计工

作连续性，公司于2021年5月2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1

年6月9日召开了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信

永中和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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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2021-046、2021-047、2021-053）。 

7、关于公司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 

2020年7月7日公司时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沈金浩先生因涉嫌内幕交易公司股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2021年2月5日，沈金浩先生收到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2号），

浙江监管局决定：对沈金浩处以60万元罚款。本次行政处罚决定书仅涉及沈金浩先生个人，与公司无关，

公司生产经营正常，经营战略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

2020-049、2021-005、20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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