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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4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2020-36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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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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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环保 股票代码 00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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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一帆 孙冰清 

办公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才高街 6 号东方鼎盛中心

A 座 10 层 

郑州市郑东新区才高街 6 号东方鼎盛中心

A 座 10 层 

电话 0371-55326969 0371-55326702 

电子信箱 zyhb@cpepgc.com zyhb@cpepg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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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142,474.79 747,708,196.41 1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2,851,336.31 171,440,327.76 5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8,793,780.31 163,998,907.41 27.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0,776,136.84 499,390,918.83 -59.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8 5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8 5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8% 2.92%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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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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1,639,151.28 10,883,604,606.79 2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93,217,969.26 5,993,868,111.76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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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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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郑州公用事业

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8.73% 669,855,147  质押 302,766,059 

河南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5% 48,246,810    

郑州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3% 23,646,333    

申万菱信基金

－工商银行－

陕国投－陕国

投·新毅创赢定

向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38% 13,494,819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4% 10,125,011    

国寿安保基金

－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险－

国寿股份委托

国寿安保红利

增长股票组合

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0.42% 4,121,608    

文能 境内自然人 0.29% 2,852,200    

赵少威 境外自然人 0.26% 2,527,252    

张育坚 境内自然人 0.23% 2,286,000    

金镇勇 境内自然人 0.17% 1,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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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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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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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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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以来，公司围绕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总战略、总目标、总要求，砥砺奋进、改革创新，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营

发展工作，经营业绩逆势增长，生产经营提质增效，技术研发持续攻关，投资项目相继落地，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队伍建设

不断强化，风险防控常抓不懈。 

    1、污水处理。污水板块充分发挥主力优势，加快转型升级，推进智能化、智慧化发展，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疫情期

间，各水务单位连续安全稳定运行，充分利用“智能+智慧”水务系统，加强安全生产和水质监测工作，确保污水安全达标排

放，切实保障城市排水安全。 

    2、集中供热。公司加快推进城市供热信息化建设及应用，着力打造智慧供热平台，创新管理，优化服务，拓展市场。

2019-2020供热季，各供热单位在严防严控疫情的同时，加强精细化管理，提高供热服务质量，实现供热生产安全稳定，确

保广大用户在疫情期间温暖过冬。 

    3、投资发展。公司扎实推进投资工作，全力拓展市场，加快产业布局，充分发挥投资引领作用，投资建设济源市污泥

处置委托运营项目、信阳市潢川县蔡氏河湿地公园项目、信阳市浉河三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成立合资公司中原环保红枫

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进一步完善产业功能。 

    4、工程管理。工程施工及管理业务持续发展，公司实施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坚持绿色施工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疫

情期间，在建工程积极稳妥复工，加快重大项目实施和推进，赶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子公司郑东水务、（方城）甘江河

项目公司被评为“河南省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5、科技创新。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平台建设，完善研发体系，在污水深度处理、“智能+智慧”水务、农村污水

治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园林绿化等业务领域再获多项国家专利；公司获批“河南省污废水及废气新技术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子公司设备工程公司通过“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 

    6、队伍建设。公司完善人力资源体系，强化存量、优化增量。2020年引进多名关键岗位人才和优秀高校毕业生，完善

人才培养机制，建立三级培训体系，持续提高全员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公司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健全干部管

理机制体制，全面深化干部管理改革，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7、党建工作。全面加强党建工作，以党建高质量促公司发展高质量。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领导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

责”责任，各级党组织书记履行第一责任，实现党建责任全覆盖；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党的创新理论万场宣讲进基层”

活动；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500多名党员为支持疫情防控自愿捐款，切实将疫情防控的战场转化

为守初心的考场、担使命的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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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

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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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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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

方式 

股权取得时间 投资金额 持股比例 备注 

子公司 中原环保红枫（郑州）生

态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20年5月6日 25,500,000.00 51% 截至本报告期，尚未

实际出资 

子公司 中原环保（潢川）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 

新设 2020年6月3日 77,571,000.00 85% 截至本报告期，尚未

实际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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