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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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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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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发行的总

股本 894,100,000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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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春环保 股票代码 00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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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杰 胡斌 

办公地址 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广源大道 279 号 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广源大道 27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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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571-63553779 0571-63553779 

电子信箱 252397520@qq.com 252397520@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大型的环保公用及循环经济型高新技术企业，主营固废（污泥、垃圾）协同

处置及节能环保业务。公司所经营的“固废处置+节能环保”产业属于节约能源、改善环境、增

强园区基础设施功能的高新产业，具有良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目前公司已形成日处理垃圾

能力1,000吨，污泥处置能力7,000吨，固废处置规模国内领先。 

在我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后，处于升级与转型中的节能环保产业也面临新的发展形势。

同时，近年来随着国内环保政策的趋严，环保督查的持续深入以及相关环保责任追究机制等

制度的建立，也进一步刺激了环保产业的发展。 

（一）节能环保产业总体发展趋势 

1、至本世纪中叶，建成美丽中国 

2018年5月18-19日，第八届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并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环境是关

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这次会议是历史上规格最

高的生态环保会议，体现了中央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会议明确了通过加快构建生态

文明体系，实现至2035年环境质量根本好转，基本建成美丽中国，至本世纪中叶，建成美丽

中国的目标。 

2、节能环保产业的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 

“十三五”期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将向纵深推进，未来几年，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投资将会

增大，节能环保产业仍将保持高速发展。据环保部规划院测算，预计“十三五”期间环保投入

将增加到每年2万亿元左右，“十三五”期间社会环保总投资有望超过17万亿元。2019年财政部

预计用于安排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方面的资金为600亿元，同比增长35.9%。国家将继

续加大对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支持力度，相关环保产业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整个市场规模

将不断扩大。 

3、节能环保产业子行业或细分市场将有大发展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提出生态环境进一步改

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污染防治要聚焦打赢

蓝天保卫战等重点任务，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19年要求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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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污染防治，巩固扩大蓝天保卫战成果，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下降3%，重点

地区细颗粒物（PM2.5）浓度继续下降。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要下降2%。加快治理

黑臭水体，推进重点流域和近岸海域综合整治。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城市垃圾分类处置，

壮大绿色环保产业。加快火电、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重污染行业达标排放改造。

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加快解决风、光、水电消纳问题。加大城市污水管网和处理设施

建设力度。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持续抓

好国土绿化、防沙治沙、水土流失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受益于政府工作报告，节能环保产业的各个子行业，如污废水处理、超洁净排放、

环境监测（在线监测）、环境大数据、固废资源化、生态修复等的市场需求将得到进一

步的激发。 

为此公司坚持以政策为导向，围绕固废处置、资源综合利用、危废处置、节能产业

和环境监测等领域，积极布局环保业务，推广和复制“固废处置+节能环保”循环经济模式，

打造节能环保行业的领军企业。 

（二）公司主营业务市场分析 

1、固废处置市场分析 

（1）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 

2018年2月2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上海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

会议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

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

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该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设立对于提高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以及垃

圾焚烧的处理效率都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2018年3月，生态环境部组建后召开的第一次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垃圾

焚烧发电行业达标排放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同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

入条件（试行）》也顺利落地。这对于规范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突出的选址问题，提出了清晰的规划管理思路，同时也利于引导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以及 “邻避效应”的破题解决。 

在持续不断的政策驱动下，目前我国城乡垃圾处置已从传统的填埋处置向以“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的三化处置转变并呈现了不断发展向前的趋势，在当前城乡垃

圾资源化综合利用依然具有广阔的市场容量，整个行业的发展空间依然巨大。 

（2）污泥资源化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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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开始正式实施，新法明确污水处理设

施运营单位或污泥处置单位对污泥的处理处置负责，收取的污水处理费用只得用于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运行和污泥处理处置。新法进一步提振市政污泥处置市场需求，将带动相关企业快

速发展。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大力推进污泥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处置，

地级及以上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达到90%，京津冀区域要求达到95%。与此同时，我

国居民生活用水量和工业用水量不断增加，污水处理量也随之上升，作为污泥处理的“衍生

品”，我国污泥处理量也节节攀升，据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2017年-2021年中国污泥处理

处置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统计，2015年我国市政污泥为3,500万吨，预计2020

年将超过6,000万吨。政策的持续利好和重视将对污泥资源回收行业带来有利的支持。 

(3)危废资源化回收利用 

2018年7月，发改委出台《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提出完善危

险废物处置收费机制，全面建立覆盖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行业收费机

制的理顺，有助于危废处置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提高企业处置积极性，有助于行业健康发

展。 

从危废处置供给端看，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颁发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

共 2,195份，核准经营规模6,471万吨/年，但实际经营规模近1,629万吨，产能利用率仅25.17%，

严重低于危废处置需求量，提升供需比迫在眉睫。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危废的处理需求将随

着国家政策的更改而变化，全国性的危废检查力度也将加大，将有利于危废处置行业及企业

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国内危废的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打开。 

2、热电联产市场分析 

热电联产是根据能源梯级利用原理，将煤、天然气等一次能源发电，发电后余热用于供

热的先进能源利用形式，是异地（并购）复制、构建区域能源网络的基础性业务，具有良好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热电联产机组和常规煤

电灵活性改造规模分别达到1.33亿千瓦和8600万千瓦左右，力争实现北方大中型以上城市热

电联产集中供热率达到60%以上，逐步淘汰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供热小锅炉，围绕大气污

染防治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健康有序发展以集中供热为前提的热电联产。热电联产具有节

约能源、改善环境等良好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一直以来都是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之一。 

2017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可再生能源

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到：加大既有的热电联产机组、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力度，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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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在做好环保、选址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前提下，在具备条

件的大中城市稳步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鼓励建设垃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

加快应用现代垃圾焚烧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提高垃圾焚烧发电环保水平。上述规划不

仅提高了对热电联产企业的环保要求，更提高了热电联产行业的准入门槛，极大地推动

了我国热电联产项目的结构化升级，促进来了垃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发展。 

3、环境监测市场分析 

环境监测是环境质量评定的基础，也是环保工作质量的重要保证，相关监测数据成

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依据。201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

施，对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这4个方面进行计税征收。其中对于应税

污染的计算，势必要求纳税人安装使用符合国家规定和监测规范的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

或者按照监测机构出具的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的监测数据计算，这将对环境监

测网络建设产生极大的推动，有利于环境监测行业市场长期发展。 

2018年8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生态环境监测质量监督检查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生态环境部每年将随机抽查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约200家，同时还将对环

境自动监测运维质量进行专项检查。此外，工信部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环保装备制造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0年环保装备制造业产值达到10000亿元，

并要求重点研发水质监测、园区大气污染监测、网格化监测装备等多元化产品。上述行

业政策的陆续出台，不仅显示了当前社会环境下环境监管执法力度的高压态势，同时也

将刺激污染源环境监测设备以及运维市场的需求，催生新一轮环境监测设备销售的快速

增长，推动监测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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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010,393,479.02 3,323,594,636.40 -9.42% 2,699,263,75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341,369.33 344,441,772.16 -63.61% 244,927,95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395,030.55 331,402,635.92 -69.40% 228,546,17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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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6,952,627.97 486,650,874.96 -6.10% 563,891,049.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43 -65.12% 0.31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43 -65.12% 0.31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6% 12.29% -8.63% 8.8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5,845,388,479.10 5,100,389,666.97 14.61% 5,150,085,21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98,461,597.06 2,899,339,400.43 27.56% 2,855,960,691.3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56,749,738.39 726,310,530.66 727,994,061.96 899,339,14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795,178.71 74,449,595.39 54,373,783.73 -50,277,18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365,030.16 72,457,521.14 53,008,531.54 -69,436,052.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77,669.65 44,899,686.44 102,050,213.94 290,025,05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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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5,47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5,21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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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富春江通

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85% 302,635,358    

杭州锐禧锦霖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6% 34,500,000 34,500,000   

杭州嘉曦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2% 28,750,000 28,750,000   

宁波富兴电力

燃料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8% 27,54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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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加银基金

－建设银行－

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1.72% 15,369,839    

曾鸿斌 境内自然人 1.43% 12,799,934    

戚国红 境内自然人 1.29% 11,500,000 11,500,000   

上海国鑫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9% 11,500,000 11,500,000   

深圳招华城市

发展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9% 11,500,000 11,500,000   

浙江省联业能

源发展公司 
国有法人 1.15% 10,289,3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浙江省联业能源发展公司为发

起人股东，上述三名发起人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发起人股东以外的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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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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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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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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我国发展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加上

环保政策趋严、煤价高位运行，公司的发展提面临出了新的挑战。面对考验，公司董事会和

管理层坚定发展信念，积极沉着应对，一方面按照年初制定的战略布局和经营任务，推广和

复制“固废处置+节能环保”循环经济模式，多渠道寻找相关行业投资标的和合作伙伴，以设立

产业基金投资及直接投资入股等方式，扩大固废、危废处置、节能环保等产业的布局。另一

方面，坚持内生与外延并重的发展方针，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管理，规范精细管理，强化责任

落实，营造人才机制，创新管理方式，提高公司软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1,039.35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9.42%；实现利润总额

24,231.29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0.5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534.14万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63.61%。 

1、公司生产经营方面 

公司生产经营始终围绕“固废处置+节能环保”这一循环经济模式，做大固废处置，做强

主业。报告期内，东港热电三期项目取得浙江省环保厅的环评批复。常安能源完成热电联产

项目并网工作。 

2、技术创新方面 

公司与浙江大学合作设立省级企业环保研究院，依托院士为首的教授博士团队和浙大热

能工程研究所这个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博士后流动站，致力于研究、开发

能源清洁利用、污染物减排、环境监测等技术。报告期内，研究院开发的可用于实际焚烧炉

的烟气二恶英排放在线检测系统产品标准已顺利获得立项，并与多个示范点签订二噁英在线

检测系统销售合同及技术协议，完成了首台设备出货。该检测系统的研发和使用填补了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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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尚无实用的二恶英在线检测技术与装备的空白，项目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投融资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工作，新增股份9,775万股，共募集资金7.82

亿元。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顺利完成为公司扩大产业规模，整合、延伸循环经济产业链，挖掘

新的利润增长点提供了资金保障。 

2018年5月，公司出资人民币5,184万元参与投资杭州万石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该投资基金专项投资于上饶市鼎鑫金属化工有限公司。公司因此间接进入废旧锂电池回收领

域，并以此为契机逐步实现各区域化的战略布局。 

2018年10月，为促进公司健康稳定长远发展，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切实保护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启动了回购股份计划，拟以自有资金2——4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147,700股，总金额为人民币

4,999,039.50元(含交易费用），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284%。 

2018年度1-12月公司主营业务分析如下： 

（1）营业收入：本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1,039.3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1,320.11万元，

下降9.42%，主要系下游企业需求减少所致； 

（2）营业成本：本期公司营业成本242,716.7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0,863.41万元，下

降7.92%，主要系下游企业需求减少所致； 

（3）费用：本期公司管理费用11,424.1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32.13万元，增加8.88%，

主要系各子公司管理费用综合影响所致；本期公司销售费用489.5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21.60万元，下降19.90%，主要系子公司清园生态销售费用减少所致；本期公司财务费用

5,844.2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31.94万元，下降8.34%，主要系公司融资成本降低所致； 

（4）研发投入：本期公司研发费用6,407.4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954.82万元，增加

43.90%，主要系本期子公司东港热电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5）利润总额：本期公司实现利润总额24231.2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4735.35万元，

下降50.51%，主要系下游企业需求减少及长期股权投资和商誉减值所致；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5,695.26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969.83万元，下降6.10%，主要系公司在业务结算时增加票据结算量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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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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清洁电能 597,114,342.85 187,213,699.44 31.35% -19.63% -5.60% 4.66% 

清洁热能 1,605,498,325.33 274,900,510.01 17.12% 1.37% -27.09% -6.69% 

固废处置 155,630,911.50 50,488,144.62 32.44% 29.18% 4.44% -7.68% 

冷轧钢卷 543,122,653.23 17,072,337.65 3.14% -25.99% -51.59%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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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和商誉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影响当期利润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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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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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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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三江热能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19日清算注销。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杰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