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300385

证券简称：雪浪环境

公告编号：2020-028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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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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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
本 208,216,20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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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浪环境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汪崇标

300385
证券事务代表

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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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湖大道 2020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湖大道 2020
号
号

传真

0510-85183412

0510-85183412

电话

0510-85183412

0510-85183412

电子信箱

zqsw@cecm.com.cn

zqsw@cecm.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业务概况
报告期内，尽管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复杂，经贸摩擦此起彼伏，但雪浪环境全体员工始
终如一的秉承着久久为功的恒心和敢于奋斗的决心，怀揣着对中国环保产业的信心以及为后
代打造碧水蓝天的初心，积极开拓市场，在努力推进烟气净化与灰渣处理业务稳步发展的同
时，进一步推动了危废处置业务领域的快速拓展，优化了公司资源配置结构，为公司战略目
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其发展概况如下：
（1）烟气净化与灰渣处理业务
烟气净化与灰渣处理业务是公司的传统业务，主要包括烟气净化和灰渣处理系统的设计、
生产、销售及安装，相应于此的主要产品为烟气净化和灰渣处理系统设备。目前，公司烟气
净化业务与灰渣处理业务的主要应用领域为垃圾焚烧发电和钢铁冶金行业，相关产品主要用
于净化垃圾焚烧及钢铁冶炼过程中产生的烟气和飞灰，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噁英、
重金属、粉尘及PM2.5等有害物质的排放，输送炉渣、钢渣并进行无害化处理等。
（2）危险废弃物处置相关业务
公司危废处置相关业务既包括对危险废弃物的焚烧、物化和填埋处置，又包括危废处置
设备的设计、生产、销售及安装。危险废弃物处置是指将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
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及鉴别方法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进行处置，以实现危险废
物的减量化与环境的无害化的过程。公司增资参股的上海长盈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
12月份取得了上海市生态环境局颁发的《上海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且报告期内已正式
开展运营；此外，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及自筹资金收购了南京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51%
的股权，南京卓越也已于2019年1月及2019年4月分别取得了江苏省生态环境厅颁发的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焚烧）和南京市生态环境局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物化和填
埋），且亦开始正式运营。上海长盈和南京卓越的正式运营不仅加快了公司外延式发展的步
伐，也为公司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与此同时，鉴于公司拥有危废处置业务领域的丰富经
验，加之公司固废发展管理中心研发技术的不断提升，公司已掌握了工业危险废弃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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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物焚烧处置以及市政污泥焚烧处置等相关设备生产的工艺流程，危废处置设备订单有
所增长。公司危废处置设备业务和危废处置运营业务相互促进，很好的形成了协同发展的良
好态势。与此同时，鉴于土地申请一直未有实质性进展等原因，公司将持有的江苏汇丰51%
的股权转让给了原股东顾留飞先生，优化了资源配置结构，同时亦降低了管理成本。
2、经营模式
烟气净化与灰渣处理系统设备、危废处置设备均为非标系统设备，公司需根据每一个项
目客户的具体需求进行方案设计、设备选型和设定技术参数，具有较高的个性化成分，确定
之后再进行产品设计、制造集成，并根据具体项目和合同决定是否予以安装。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
法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危废处置单位及产废单位和产废医院进
行联系，就其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危废处置单位运输或者客户委托持有危废运输资质的单位
运输至危废处置单位，危废处置单位对其进行处置并收取处置费。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9,840,477.57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107.39%。主要影响因素如下：一是公司报告期内执行订单较去年同期增加；二是南京卓越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报告期内被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导致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三是上海长
盈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投产盈利。
4、行业发展现状与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现状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之年。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很关键；要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必须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同时，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重点，再次聚焦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进一步表明了国家要打赢环境治理攻坚战
的决心，为未来环保行业的发展树立了坚定的信心。2019年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亦将环保作为了我国2020年经济工作的重心，指出“2020年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
转”。然而，与此同时，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
复杂变化，经济发展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与宏观经济形势息息相关
的生态环境保护行业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面对这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状，雪浪环境会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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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加强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巩固公司在垃圾焚烧及烟气净化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亦将
努力加快危废处置设备业务和危废处置运营业务的发展，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2）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自设立之初即以烟气净化与灰渣处理系统设备的研发、生产、系统集成和销售为主
业，此后通过深挖市场，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实力和品牌影响力，使得公司业务规模逐年攀升，
进一步深化和巩固了公司在国内烟气净化与灰渣处理领域的领先地位。在烟气净化领域，与
光大环保、深圳能源、上海城投、中节能等众多大型集团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灰
渣处理领域，也与马钢、莱钢、鞍钢、宝钢等国内大型钢铁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过
硬的产品质量和贴心的售后服务使公司在业内广受好评。上市之后，公司在紧抓原有主业的
同时，选择了国家大力支持的危废处置业务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先后收购了无锡工废、上海
长盈等，积累了丰富的危险废物处置经验。公司参股公司上海长盈2019年已正式投产，业绩
符合预期；与此同时，报告期内，公司还完成了南京卓越的控股收购，进一步扩大了公司危
废处置业务的市场范围。目前，公司正在筹划收购上海长盈部分股东合计持有的上海长盈72%
的股权。未来，公司会在全力整合已收购项目，使各项目有序、高效运转的同时，适时进一
步加快公司外延式发展，努力使公司成为国际一流的环境工程系统设备集成商、环境治理整
体方案提供商。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营业收入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 年

1,242,529,677.61

959,725,568.12

29.47%

818,035,38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9,840,477.57

43,320,357.14

107.39%

60,342,45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2,895,509.07

53,450,223.09

17.67%

59,093,297.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3,419,342.44

117,645,026.05

-3.59%

40,158,1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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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315

0.2081

107.35%

0.289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315

0.2081

107.35%

0.28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63%

3.87%

3.76%

7.38%

2019 年末
资产总额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3,322,725,939.11 2,645,084,020.71

25.62% 2,194,268,93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219,306,156.93 1,138,575,138.46
东的净资产

7.09% 1,104,364,240.4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24,355,458.53 321,011,865.72 326,452,743.78 370,709,60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650,973.25

47,045,420.17

13,893,52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997,540.43

30,273,612.65

10,963,190.59 11,661,165.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9,140,795.20

7,250,560.15

51,549,484.18 -44,212,292.82 225,222,946.2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
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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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10,122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0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13,493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杨建平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条件的股份 股份
数量
数量
状态

境内自然人 29.33% 61,064,249 61,064,249 质押

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
国有法人
公司

14.16% 29,480,752

49,949,999

0

无锡惠智投资发展有限 境内非国有
公司
法人

6.51% 13,549,760

0 质押

13,549,760

许惠芬

5.61% 11,689,776 11,689,776 质押

3,900,00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
其他
合

2.34%

4,864,862

4,864,862

杨建林

1.84%

3,827,056

3,826,93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国有法人
责任公司

1.01%

2,096,160

0

无锡市金禾创业投资有 境内非国有
限公司
法人

0.97%

2,027,026

2,027,02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酉信
境内非国有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法人
限合伙）

0.64%

1,335,779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华趋势领航混 其他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58%

1,216,216

1,216,216

境内自然人

杨建平先生与许惠芬女士为夫妻关系，二者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惠智投资为杨建平、许惠芬夫妇控制的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杨建林先生与杨建平先生为兄弟关系。公司未知剩余前
明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其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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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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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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雪浪环境全体员工凝心聚力，在公
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实现营业收入1,242,529,677.61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47%；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89,840,477.57元，较去年同期上涨107.39%。现对公司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回顾如下：
1、设备制造板块平稳发展，相关业务拓展实现新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分析了环保相关政策文件，与客户进行了深度交流，主动了解了客
户现有及潜在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公司有针对性的从产品质量、技术提升及客户维护等多
方面着手，建立了客户精准快速响应机制，为积极开拓市场提供了保障和动力，稳步推动了
公司设备制造板块的平稳发展。报告期内，公司成功与广州环投福山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签订
了《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圾应急综合处理项目烟气净化系统采购及相关服务项目采购
合同》、与广州环投增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签订了《广州市第六资源热力电厂二期工程烟气
净化系统采购及相关服务项目采购合同》，合同总金额共计54,137万元，实现了公司单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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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金额额度的新突破，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公司的品牌优势。
2、深入加强科技研发，为公司技术创新提供有力保障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研发始终是公司工作的重中之重，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
深入开展了科技创新管理工作。一方面，为了强化重要技术攻关，公司新增科技立项4项；另
一方面，为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公司依旧深入贯彻实施专利奖励制度，鼓励员工开展
与公司主要技术相关的专利申请，报告期内，公司新获得授权专利12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登记证书2项。上述相关工作的开展，为公司技术不断创新提供了有力保障。
3、控股收购南京卓越，进一步推动公司外延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完成了南京卓越51%股权的收购。南京卓越分别于2019年1月及2019
年4月取得了江苏省生态环境厅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JS0100OOI573）和南京市
生态环境局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JSNJ0111OOD030-1），报告期内已正式开展
运营。鉴于我国危废处置市场供需缺口的存在，本次收购既是公司把握市场机遇的体现，又
是公司既定发展战略的落实，有利于推动公司多驱动发展。
此外，公司增资参股的上海长盈也已于2018年12月取得了危废经营许可证，且已开展运
营，报告期内，相关业绩符合预期，为公司提供了新的业绩增长点。
4、成功引入战略投资者，助力公司未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建平先生、许惠芬女士及股东惠智投资、杨珂先生和杨婷
钰女士与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就将其合计持有的43,030,512
股雪浪环境股份转让给新苏环保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截至目前，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圆
满完成。新苏环保是常高新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专注环保产业发展，有机垃圾资源化、
工业废水治理与再生利用和工业污泥资源化为其重点发展方向，新苏环保的加入，将助力雪
浪环境获得更高的发展平台，迎接更多的发展机遇，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利于推动雪
浪环境发展战略的顺利实现。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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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比
比上年同 比上年同 上年同期
期增减
期增减
增减

烟气净化系
统设备

865,810,905.84 195,888,103.35

22.62%

42.47%

15.85%

-5.20%

灰渣处理设
备

154,622,773.94

27,298,368.84

17.65%

-13.11%

-27.73%

-3.57%

其他设备

94,514,453.21

11,333,337.18

11.99%

1.42%

-30.32%

-5.46%

废物处理

85,059,637.35

51,913,084.65

61.03%

27.95%

300.24%

41.5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6月公司成功收购了南京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且将其纳入了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控股南京卓越是进一步投资取得控制权，原持有股权以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
的利得引起利润增加，金额约1,788万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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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
变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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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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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9】
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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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按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本次会计
政策的变更。
3、根据财会【2019】8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
知》和财会【2019】9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政部
修订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及债务重组和核算要求，相关修订适用于2019年1月1日之后的交易。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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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2019年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序号
名称
取得方式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1
南京卓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
43,000
89.22%
2、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江苏汇丰天佑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在2019年底不再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序号
名称
减少方式 注册资本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出
（万元）
出资比例
资比例
1
江苏汇丰天佑环境发展有 股权转让 10,000
51%
0%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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