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817                                公司简称：海峡环保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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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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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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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无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峡环保 60381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志军 陈秀兰 

电话 0591-83626529 0591-83626529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洋里路

16号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洋里路

16号 

电子信箱 fjhxhb@fjhxhb.com chenxiulan@fjhxh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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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4,894,421.27 2,008,572,108.44 3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55,261,566.26 1,415,122,838.4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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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04,248.45 79,914,366.57 16.63 

营业收入 192,794,186.63 173,825,727.02 1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0,488,727.82 52,774,692.73 -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228,388.80 51,999,893.20 -1.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51 4.28 减少0.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22 0.1279 -12.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22 0.1279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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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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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福州市水务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55 258,970,588 258,970,588 无  

上海瑞力新兴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54 24,929,000 0 无  

北控中科成环保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73 16,800,000 0 无  

上海联新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42 15,380,000 0 无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一户 
国有法人 2.50 11,250,000 11,029,412 无  



福州市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15 5,179,412 0 无  

吴烈光 
境内自然

人 
0.10 462,300 0 无  

覃湘楠 
境内自然

人 
0.10 445,400 0 无  

顾金玲 
境内自然

人 
0.10 439,800 0 无  

王静 
境内自然

人 
0.09 413,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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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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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董事会制定的 2018 年度经营计划与战略布局，紧跟政策引导方向与行业

发展趋势，以提质增效、规范发展为目的，坚持以发展主业为着力点，不断拓展环境治理产业的

广度和深度，同时以强化生产运行管理为依托、以扎实推进项目建设为抓手，科学谋划企业生产

经营和发展全局，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一）经营成果分析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27.6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7.65%；2018 年上半年实

现营业收入 19,279.4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91%；实现净利润 5,030.22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 4.67%。 



（二）主营业务产销情况 

公司 2018年上半年污水处理量 11,786.13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13.66%，实际结算量14,398.80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3.83%；垃圾渗沥液处理量 38.96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0.03%，实际结算

量 38.95 万吨，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三）主要经营业绩 

1、夯实规范治理基础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为有效防范公司经营管理风险，确保公司健康发展，公司通

过制度化手段强化对权属企业的管理控制、健全对委任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人员的监督管理与

考核机制，并聘请专业管理咨询机构对公司各部门职能、现行规章制度、业务流程进行全面梳理

与评估，确定关键控制点，实施组织架构优化、调整，健全完善各项内控制度、业务流程以及绩

效考核体系，进而不断加强部门管理及全流程监管，强化团队建设与团队合力，有效保障公司的

平稳持续发展。 

2、高效推进工程建设  

随着国家对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的提升、行业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公司以此为契机，提质

增效，强化生产运营管理，并对重点工程进行全面梳理、紧抓工程建设重要节点，全力推进项目

建设进度，严格按照标准规范施工，加强项目建设管理。截至报告期末，福州市洋里污水处理厂

一二三期提标改造工程、福州市祥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闽侯县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工程、永泰县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均实现通水试运行。江镜华侨农场污水处理厂 BOT

项目已通过竣工验收。 

3、纵深挖掘市场潜力 

报告期内，公司中标马尾区（快安、青洲、长安）污水处理特许经营项目，目前项目已完成

交接投入运营；中标宁化县乡镇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工程（一期工程）特许经营项目，

目前项目处于建设阶段；公司收购的中信环境水务(盐城大丰)有限公司及中信环境水务(泗阳)有限

公司 70%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程序，中信盐城大丰公司变更为“江苏海环水务有限公司”，中信泗阳

公司变更为“江苏泗阳海峡环保有限公司”。 

在围绕主营业务精耕细作的同时，公司积极拓展固废处置等相关业务，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环资源投资建设的晋安区益凤渣土及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

目已完成场内施工路网、排水沟以及用电基础配套设施施工，目前正在加紧进行三通一平建设；

控股子公司海环海滨投资建设的长乐区龙峰渣土资源化利用工程项目已完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的签订，并开始办理项目前期手续；控股子公司海环洗涤投资的布草洗涤项目建设工程

主体结构已完工，目前进入生产辅助设施施工阶段，生产设备陆续进场；公司参股公司深投海环

投资的危废处置项目已基本完成三通一平工程，办公楼区建设已完成主体封顶，生产区处于冲孔

桩施工阶段，焚烧设备已完成基础浇筑砼。  



4、积极谋划资本运作 

为顺应业务拓展需求、助力公司健康快速发展，公司拟通过多样化融资工具的运用筹措项目

所需资金。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议案》，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6,000 万元（含 46,000 万元）用于福州市洋里污水处理

厂一二三期提标改造项目、福州市祥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福州市浮村污水处理厂二期工

程项目及闽侯县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该方案尚须报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

核批准。 

5、加大科研创新力度 

公司大力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加大科技研发及研发成果转化力度，通过产学研相结合

的方式不断激发创新研发能力。报告期内，公司与福州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合作研究渗沥液膜浓

缩液腐殖酸资源化利用项目，并在红庙岭垃圾渗沥液处理厂开展中试；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递交“一

种用于深度脱水污泥的预处理装置”实用新型专利及“一种河道水体综合评价方法”发明专利申请。 

6、强化落实安全责任 

公司按照“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原则，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强化安全管理、

深化隐患排查，并通过组织观看安全宣教片、开展安全知识竞赛、对安全生产标准化情况进行复

审等方式，构建双重预防体系，日臻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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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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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