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002573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18-078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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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无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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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新环境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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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其林

张菁菁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69 号人民政协报大厦 10 层

电话

010-88146320

电子信箱

zhqb@qingxin.com.cn

00257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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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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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297,890,258.46

1,549,445,188.15

4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2,644,637.86

315,705,629.02

1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51,646,569.80

315,842,706.62

11.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8,688,468.16

48,724,535.31

164.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9

13.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9

13.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0%

8.34%

-0.3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2,310,323,224.23

12,655,944,688.29

-2.73%

4,482,730,092.52

4,233,276,515.63

5.8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90,648
股股东总数
（如有）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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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31%

489,871,570

0

新疆中能华源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1%

51,980,000

0

王瑜珍

境内自然人

3.12%

33,780,000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清新环境员工持 其他
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3%

14,332,79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其他

0.65%

7,000,000

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2%

5,603,609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其他
证券投资基金

0.35%

3,828,350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国寿瑞安

其他

0.35%

3,802,593

0

安邦资产－工商银行－安邦
资产－共赢 1 号集合资产管理 其他
产品

0.27%

2,885,361

0

南山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0.20%

2,122,200

0

其他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409,18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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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和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59,871,570 股股份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30,000,000 股股份，实际合计持有 489,871,570 股股份。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2、公司股东新疆中能华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14,180,000 股股份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37,800,000 股股份，实际合计持有 51,980,000 股股份。
3、公司股东王瑜珍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3,000,000 股股份外，还通
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780,000 股股
份，实际合计持有 33,780,0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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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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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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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披露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债券余额

到期日

（万元）

2016 年北京清新环境技术 16 清新绿色债（银行间），1680421（银行间），
2021 年 10 月 31 日
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
16 清新 G1（深交所）
111068（深交所）

利率

109,000 3.7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资产负债率

上年末
60.07%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63.31%

上年同期

-3.2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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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5.39

6.24

-13.62%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公司燃煤电厂超低排放业务继续深入拓展。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按照东部、中部、西部的
顺序在循序推进，机组容量也从大型火电机组往中小机组及燃煤锅炉逐渐展开。公司在大型火电机组超低
改造方面保持领先优势，不断向中西部地区和区域客户深化发展，而中小机组及燃煤锅炉的改造方面则继
续快速增长。在非电领域，公司已经在布局的钢铁、焦化、有色、石化等领域实施更多工程案例和获取更
多市场订单。此外，公司也在拓展燃煤电厂烟气除水、脱硫废水零排放等新业务，以保障公司在燃煤电厂
领域业务的持续发展。根据中电联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2017年公司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业务订单获取
量、工程投运量指标连续三年排名第一，其他多项指标保持领先，强化了公司在大气治理行业的领先地位。
在非电领域，公司已经在布局的钢铁、焦化、有色、石化等领域实施更多工程案例和获取更多市场订
单。2018年工业污染治理领域受到高度关注。随着中央环保督察机制的不断完善，目前已实现了全国31个
省市全覆盖。2017年6月，环保部发布关于征求《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20项国家
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大幅提升钢铁烧结、球团等工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标
准，增加陶瓷、平板玻璃等行业特别排放限值。随着新标准逐步落地，非电领域的多个工业行业烟气提标
改造将迎来新的增长空间。2017年12月，国务院公布《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并于2018年1月1日起开
始实施。随着国家对污染排放标准的严控，燃煤电厂将深入推进多种污染物综合治理，非电市场将持续景
气，公司业务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1、运营业务方面
报告期前已投运的脱硫脱硝除尘运营项目正常运行，持续为公司贡献力量。公司与中盐吉兰泰盐化集
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签署了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2×135MW机组超低排放项目烟气脱硫除尘改
造工程BOT项目。公司与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签署了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
公司2×170t/h+1×130t/h循环流化床锅炉+2×B25次高温次高压汽轮发电机组烟气超低排放项目一期工
程BOT合同。报告期内上述项目处于在建状态。
2、建造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在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方面深入拓展，在中小锅炉、非电燃煤锅炉提标改造和工业
烟气治理方面则保持了较快增长。在持续稳定拓展工业烟气治理的同时，公司在废水零排放、烟气除水、
工业水处理等领域也有所开拓，并成功中标消白烟，电厂循环水外排水系统除氟处理工程，脱硫废水等项
目。
3、投资并购方面
2017年11月20日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以现金出资的方式认购北京必可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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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的10,933,4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总出资额为59,040,360元，认购完成后公司持
有必可测10.93%的股权，截至2018年2月，公司已认购完成必可测公司股份。2018年2月4日经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以现金出资的方式与贵州金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广翰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及深圳毅诚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人民币1亿元在贵州省设立贵州清新万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4月，贵州清新万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取得工商登记手续；以自有资金在雄安新区设立全资子公司
雄安清新智慧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5月，雄安清新取得工商登记手续。2018年6月19日公司因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停牌，交易标的为西安华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大
气污染治理行业。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和现金支付相结合方式购买标的资产华江环保不低于70%的股权。
目前公司与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各项工作。公司股票处于停牌
期。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技术研发方面
公司坚持以技术创新引领发展，长期持续投入研发，引领行业技术发展。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塔一
体化脱硫除尘深度净化技术（SPC-3D技术），对现役机组提效改造及新建机组实现SO2和烟尘的特别排放
限值及深度净化带来创新性的一体化解决方案，目前已经成功帮助全国600余台套机组实现超低排放。公
司自主研发的湿法零补水技术，成功中标京能五间房新建2×660MW机组脱硫除尘零补水项目，该项目成功
实现了SPC-3D单塔一体化脱硫除尘深度净化技术和湿法脱硫零补水技术的首次同期应用。新一代活性焦干
法多污染物脱除技术、湿法脱硫脱硝一体化技术、高效节能脱硫技术、SCR烟气脱硝系统性能优化及三氧
化硫控制技术、燃煤锅炉烟气脱汞、燃煤电厂废水零排放、船舶烟气脱硫脱硝技术、湿法脱硫烟气节水消
白技术、低温脱硝技术等新技术和新工艺，也正逐步推向市场。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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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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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去年相比，本年新设增加贵州清新万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雄安清新智慧科技有限公司2家二级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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