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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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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

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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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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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2020年 8月 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司 2020年半年度拟以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00 元（含税）。截至 2020

年 7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59,47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3,788,000.00 元（含

税）。本次利润分配不实施包括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红股在内的其他形式的分配。该预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德林海 688069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锡清 邵 岭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梅梁路 88 号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梅梁路 88 号 

电话 0510-85510697 0510-85510697 

电子信箱 dingxiqing@wxdlh.com shaoling@wxdlh.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478,223,134.00 446,830,051.95 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59,311,500.39 314,027,690.09 14.4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1,310,340.86 -17,836,092.78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30,858,813.91 107,559,308.12 2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5,283,810.30 34,821,408.11 3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683,044.16 30,455,866.61 4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5 14.25 减少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2 0.78 3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2 0.78 30.7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4.34 3.1 增加1.24个百分点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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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胡明明 
境内自

然人 
51.57 23,000,000 23,000,000 23,000,000 无 0 

陈虹 
境内自

然人 
13.45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无 0 

顾伟 
境内自

然人 
9.87 4,400,000 4,400,000 4,400,000 无 0 

周新颖 
境内自

然人 
5.38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冻

结 
1,200,000 

吴广胜 
境内自

然人 
2.69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无 0 

孙阳 
境内自

然人 
2.24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无 0 

胡云海 
境内自

然人 
1.79 800,000 800,000 800,000 无 0 

无锡金控源悦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9 800,000 800,000 800,000 无 0 

北京中科光荣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9 800,000 800,000 800,000 无 0 

吴震宇 
境内自

然人 
1.79 800,000 800,000 800,000 无 0 

李伟 
境内自

然人 
1.79 800,000 800,000 80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胡明明与胡云海系堂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管理层紧抓落实，以根据地模式为拓展方向，以点

带面提升业务能级，保持现有业务稳步发展的同时，积极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在围绕湖库富营养

化内源治理的战略目标带动下，克服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积极应对，消除太湖、

巢湖夏季洪水暴发对公司个别藻水分离站的影响，确保了公司业务保持持续稳步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济效益稳定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13,085.88万元，同比增长 21.66%；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28.38 万元，同比增长 30.0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68.30 万元，同比增长 40.15%。截至 2020年 6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47,822.31万元，较期初增长 7.03%；净资产 35,931.15万元， 较期初增长 14.42%。 

（一）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情况 

2020年上半年，受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供应商及客户的生产经营活动有

所延后，对公司 2020年一季度业绩存在一定的影响，但自 3月份以来，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的情形下，公司管理层积极组织复工复产，使公司生产经营逐步恢复正常化，在全体员工的共同

努力下，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3,085.88 万元，其中重点工程，云南大理洱源县西湖藻水分离站

二期项目实现销售收入 4,103 万元，合肥包河区巢湖沿岸深井加压控藻项目实现销售收入 3,901

万元。巢湖沿岸深井加压控藻项目的成功落地，是深井加压控藻平台在 2019年巢湖首次实现商业

化推广后，在巢湖上的又一次成功应用，为“加压灭活、原位控藻”技术路线、产品设备未来大



规模的应用、推广提供了有力的数据和案例支撑。 

(二)上半年重大订单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手订单金额超过 9亿元。其中，2020年上半年，通过单一来源采购程

序签订了“杞麓湖及入湖河道水质提升项目-水质提升设备采购及运行采购”（杞麓湖水质提升项

目）合同，总金额 36,850.49 万元，包含三年运行费用。在继“星云湖整湖水质提升项目”之后，

“杞麓湖水质提升项目”的成功签订，标志着公司在整湖内源治理方面的技术先进性进一步加强，

行业地位进一步提升，也为公司从国内外领先的湖库蓝藻治理综合服务商向湖库富营养化综合治

理服务商转型垫定了坚实基础。 

（三）监测预警项目的积极推进 

2020年上半年，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开始了监测预警项目的推进，三条监测预警船分别在太湖、

巢湖和星云湖进行全天候、全状况的立体网格化监测的性能测试，对以上三湖水域生态环境的了

解不断深入。公司卫星遥感反演工作已经初步覆盖了太湖、巢湖、星云湖和洱海，对湖体的发展

变化进行数据分析与积累。同时，支撑监测预警的软件数据平台在不断深化设计与逐步搭建中。

这都为公司募投项目之一的“湖库富营养化监控预警建设项目”顺利推进，垫定了良好的开端。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经本公司董事会决议，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采用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详见本附注“五、44(3)2020 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

务报表相关情况”。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