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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4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2019-35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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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玉民 张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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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1-55326616 0371-55326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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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708,196.41 481,936,858.99 5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1,440,327.76 176,746,767.53 -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3,998,907.41 168,919,229.05 -2.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9,390,918.83 259,699,810.00 92.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8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8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2% 3.20%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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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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48,699,317.11 9,086,848,152.08 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14,057,806.80 5,785,944,139.6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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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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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855,147 453,034,204 质押 302,766,059 

河南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4.77% 46,45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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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23,406,485    

大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0.33% 3,231,200    

文能 境内自然人 0.33% 3,170,314    

赵少威 境内自然人 0.23% 2,200,000    

张育坚 境内自然人 0.22% 2,152,332    

金镇勇 境内自然人 0.21% 2,000,000    

周晓辉 境内自然人 0.18% 1,726,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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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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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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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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9年以来，按照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总战略、总目标、总要求，公司强化生产经营，深化技术研发，优化投资发展，

创新经营管理，多点发力、重点突破、统筹联动，生产经营稳中向好，技术研发成效显著，投资发展扎实推进，项目建设规

范有序，队伍建设全面加强，风险防控切实有效，公司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一）公司治理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业务需要和董事会工作安排，上半年共筹备召开董事会会议5次，
股东大会会议1次。共提交董事会审议15项议案，股东大会审议6项议案。 

（二）国企改革 

2019年，在国务院国资委的统一领导下，公司围绕国企改革“五突破，一加强”目标任务，按照“双百行动”综合改革

方案和工作台帐稳步推动各项改革工作，全面建立市场化机制，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三）经营管理 

1、生产运营。公司持续推进智能化管理，智慧水务、智慧供热等建设成效显著，逐步实现生产运营数字化、自动化、

精细化。上半年公司污水处理业务持续发展，各水务单位稳定高效运营，技术研发成果生产转化效果良好，生产经营精细化
管理水平不断强化；公司供热面积持续增加，通过创新管理模式，显著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供热业务服务能力稳步增

强。 

2、科技创新。公司全面强化技术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平台建设，完善研发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在污水深

度脱氮、脱色关键技术领域实现新突破，再获新成果。公司坚持“技术+资本”双轮驱动，利用资本和技术的融合，稳步拓

展市场应用，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3、投资发展。上半年，公司聚焦主业、精准发力，投资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中原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综合服务项目、

周口市中心城区水系综合治理建设(一期)项目、都匀市区建筑垃圾清运处置及资源化利用项目先后落地。此外，巩义市生态
水系建设工程项目、方城县甘江河、S103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民权县水务工程一体化建设及改造项目等建设项目正在

有序推进。 

4、工程管理。伴随公司业务发展和投资项目持续落地，大批工程项目相继开工建设。公司遵循“安全、绿色、美观、

实用”的原则，加强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牢牢守住安全施工的底线，紧紧抓住文明施工的生命线，坚持绿色施工与生态保

护协同推进，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齐头并举，事前控制与过程监督统筹兼顾，全方位、多举措确保有效提高工程质量和效益。 

5、安全生产。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层层签订《安全生

产目标责任书》，逐级落实分解责任，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到人、不留死角”的安全工作格局。加强安全生产
教育培训工作，有针对性的开展安全生产综合应急演练10余次，努力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技能，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特殊工种作业人员持证率100%，营造了“全员安全、安全全员”的浓厚氛围。 

6、风险防控。全面加强风险防控，推动风险防控信息化建设，开展“四位一体”风险管理系统项目建设，围绕风险管

理，实施智能管控，建立长效机制，切实有效防控风险，保障公司规范运作。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为引领，锐意改革，创新发展，强化生产经营，高质量投资发展，深化

技术研发，创新经营管理，加强队伍建设，有效防范风险，全面打造行业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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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经公司第八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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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

议、第八届

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本期金额2,530,000.00

元，上期金额5,772,551.40元；“应收账款”本期

金额290,871,987.72元，上期金额

549,578,094.81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应付票据”本期金额0.00元，上

期金额0.00元；“应付账款”本期金额

366,169,082.10元，上期金额388,182,355.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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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子公司： 

2019年2月25日本公司与知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设立中原环保知和(郑州)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

55.00%； 

     2019年3月25日本公司设立中原环保(郑州)厨余垃圾处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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