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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6                               证券简称：金圆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5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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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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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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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圆股份 股票代码 00054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以涛 朱磊倩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 1750 号润和信雅达

创意中心 1 号楼 30 楼 

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1750号润和信雅达创

意中心 1 号楼 30 楼 

电话 0571-86602265 0571-86602265 

电子信箱 jygf@jysn.com jygf@jys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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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5,925,161.65 3,580,327,543.30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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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0,169,730.46 170,056,140.99 1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0,407,692.47 134,630,476.87 26.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8,861,619.12 220,450,205.77 31.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61 0.2378 11.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61 0.2378 11.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3% 4.89%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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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2,810,361.39 8,415,360,218.96 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42,697,503.61 3,689,132,152.80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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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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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圆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45% 231,907,628 23,881,773 质押 155,720,000 

赵雪莉 境内自然人 5.58% 39,898,688 0 质押 29,900,000 

曹永明 境内自然人 5.01% 35,800,000 0 质押 28,500,000 

长信基金－浦

发银行－五矿

国际信托－五

矿信托－聚富

投资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3.21% 22,966,502 0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

发沪港深新起

点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94% 21,035,975 0   

邱永平 境内自然人 2.90% 20,707,954 20,707,954 质押 20,700,000 

康恩贝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5% 14,674,151 0 质押 12,700,00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云

信智兴 2017－

118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67% 11,931,034 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云

信智兴 2017－

116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1.67% 11,931,034 0   

长安基金－杭

州银行－云南
其他 1.66% 11,862,0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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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信托－云

信智兴 2017－

513号单一资金

信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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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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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贯彻年度经营计划，稳定健康地发展。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323,592.52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9.62%；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9,016.97万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11.83%。 

（一）环保产业横向拓展无害化综合处置业务，纵向延伸资源化综合利用业务 

公司目前环保业务可分为无害化综合处置及资源化综合利用两个板块，其中无害化综合

处置业务又可以细分为水泥窑协同处置、一体化综合处置两个领域。报告期内，公司环保产

业实现营业收入219,112.22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2.53%；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5,402.08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1.06%。 

1、无害化综合处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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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水泥窑协同处置项目格尔木环保、徐州鸿誉及重庆埠源（一期）共计实现营

业收入9,614.98万元，实现净利润4,672.24万元；报告期内，一体化综合处置项目灌南金圆实

现营业收入7,941.37万元，实现净利润3,568.10万元，在建的济宁金圆预计将于2019年年内投

产。 

2019年以来，关于垃圾分类政策持续发布，从处置端来看，垃圾分类有助于提升垃圾焚

烧发电的效率，并进一步提升垃圾焚烧行业毛利率，远期利好垃圾焚烧处置行业。公司充分

关注到行业发展机遇，在积极布局水泥窑协同处置和一体化综合处置业务同时，全力拓展优

质区域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配套发展飞灰处置项目，从横向上衍展无害化综合处置业务。 

2、资源化综合利用业务 

报告期内，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新金叶、江西汇盈、林西富强共计实现营业收入201,371.97

万元，实现净利润2,412.70万元。公司资源化综合利用业务目前已具备铜、铅、锌、镍、铋、

镉、铟、锗、锑、金、银、铂、钯等多种有色及稀贵金属与合金的回收生产能力。 

但仅从工业危（固）废中再生销售稀贵金属及初级合金的业务模式存在行业毛利率低、

产品附加值不高的情形。因此公司积极谋划延伸现有危（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产业链，通

过建立新材料研究中心，对再生稀贵金属及金属合金进行深加工，打造从危（固）废资源化

综合利用到超高纯度原材料及高端新材料制备的全产业链循环。新金叶现已启动精制硫酸镍、

精制硫酸钴的研发，争取适时向下游高纯钴镍材料产业延伸，并在锂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领

域及废旧新能源电池资源化综合利用领域有所突破。林西富强已实现从含铅锌废料提取较高

品位的铟、锗、镓，其中萃取提铟工艺流程已打通，很快可以实现量产，用于红外光电材料

及半导体高端靶材。 

（二）建材产业强化区域龙头优势，深化精细化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建材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04,077.76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09%；实现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3,647.1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19%。公司将继续深化建材业务精细

化管理，优化生产运营体系，巩固公司区域龙头地位。 

（三）调整公司组织架构，助力三大产业发展 

    2019年7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环保产业规划（纲要）及组织架构的公告》，计

划对《环保产业规划（纲要）》进行调整优化，即在2019-2021年期间，公司在大力发展环保

产业的基础上，开辟发展新材料产业，对现有危（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业务进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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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积极探索其他新材料领域的拓展延伸。为保证“全力发展环保产业、开拓发展新材料产业、

优化发展建材产业”的战略顺利实施，报告期内，公司对原有组织架构进行了相应调整，通过

设立新材料事业部、环保事业部以及建材事业部对公司三大产业实行有效管控：新材料事业

部将负责危（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业务产业升级以及其他新材料领域的拓展延伸；环保事

业部将负责水泥窑协同处置业务、一体化综合处置业务及其他环保产业的运营发展；建材事

业部负责公司水泥商砼业务运营管理。 

（四）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挖掘人才队伍潜力 

    公司充分意识到人才兴企的重要性，借鉴行业领先咨询企业先进管理经验，全面推行人才

盘点计划并以此构造了个性化的绩效考核体系，建立健全了体系化的人才培训机制，引导员

工激活力挖潜力增动力，推动公司长远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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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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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

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修订通知》通知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

调整。 

根据财会[2019]6号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2．利润表：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将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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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

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该项目应根据“投资收益”科目

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如为损失，以“-”号填列。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

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

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

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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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2018年5月20日新金叶与上饶县星灿环保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合伙）、陈奇峰签订

的《关于江西汇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新金叶以人民币14,150万元收购江

西汇盈100.00%股权。江西汇盈已于2019年5月28日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江西汇盈新

的董事会于2019年5月29日成立，新金叶在2019年5月29日已拥有该公司的实质控制权。为便

于核算，将2019年5月31日确定为购买日，自2019年6月1日起公司将江西汇盈纳入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 

2、根据新金叶与江西星金叶环保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2019年6月签订的《股权转让

协议》，新金叶公司将其持有的融创实业51%股权作价1,000.00元转让给江西星金叶环保科技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融创实业已于2019年6月27日完成工商登记，新金叶不再控制融创实业。

为便于核算，将2019年6月30日确定为出售日，融创实业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3、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圆环保发展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与崔占超合资设立青海宏正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3,000万元，金圆环保发展持股比例57%。 

4、公司于2019年6月5日设立金圆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0万元，公司持股比

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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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公司战略规划调整，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22日、2019年5月24日注销蓬莱蔚阳金圆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竹溪县金圆旋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蓬莱蔚阳金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竹溪县金圆旋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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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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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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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