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323 公司简称：瀚蓝环境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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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李志斌 出差 林耀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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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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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蓝环境 600323 南海发展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春然 汤玉云

电话 0757-86280996 0757-86280996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



大道财联大厦22楼 大道财联大厦22楼

电子信箱 600323@grandblue.cn 600323@grandblu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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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1,352,863.52 13,272,671,899.91 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985,840,316.31 4,824,246,039.22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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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570,118.03 464,280,606.24 -6.40

营业收入 1,962,036,237.25 1,724,333,189.00 1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4,288,553.39 261,856,683.24 2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7,653,696.30 249,221,773.87 15.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1 5.78 增加0.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4 20.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4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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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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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98 137,779,089 无

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63 96,813,730 无

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88 91,019,417 91,019,417 质押 91,014,523

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6.07 46,534,611 46,534,611

无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 2.36 18,074,881 未知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6 15,000,00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51 11,579,216 未知

李贵山 境内自然人 1.31 10,000,000 未知

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1 10,000,000 未知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16 8,857,744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为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



公司、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同属南海公资办控制，

为一致行动人。

3、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6 瀚蓝 01 136797 2016‐10‐26 2021‐10‐26 10 3.0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0.5823 0.5826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7.92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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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围绕年度经营计划，持续聚焦环境服务产业，对内抓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

对外积极拓展业务，取得了较好成绩。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6,203.62万元，同比增长 13.79%；实现营业利润 37,635.96

万元，同比增长 16.1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428.86 万元，同比增长 20.02%；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6.31%，同比上升 0.53 个百分点。

固废处理业务：报告期内，实现主营营业收入 67,899 万元，同比增长 6.44%。在新增产能有

限的情况下，公司进一步强化成本管理，实施长周期生命管理，提升管理水平，使发电效率取得

明显提升，推动综合效益进一步提升。扩建项目黄石二期项目（400 吨/日）于去年底建成后，报

告期内基本实现满负荷运行；新建项目大连项目（1000 吨/日）已基本完工，待政府相关配套工

作完成后，将进入生产运营阶段；顺德固废产业园项目工程进展顺利，主厂房结构已封顶，设备

安装工作全面铺开。对外拓展方面，报告期内中标广东省开平市固废综合处理中心一期一阶段 PPP

项目，为产业园项目，包括开平市第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 600 吨/日，二期 300 吨/日）、

渗滤液处理中心（200 立方米/日）、填埋场（75 万立方米）及相关配套工程，以及湿地生态公园

的建设、维护与管理。“瀚蓝模式”的再次异地复制，体现了公司固废处理模式优势得到市场认可，



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广东省乃至全国固废处理产业园建设领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供水业务：报告期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0,650 万元，同比增加 6.99%。收入增长主要来源

于西樵镇、里水镇等售水量增加。供水各分子公司开展系列工作治理水损，使公司总的水损率有

所下降。

污水处理业务：报告期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999 万元，同比上升 15.38%。收入增长主要

来源于新增的南海区污水收集管网运营管理业务。该业务丰富了公司污水处理业务产业链，打造

公司污水处理业务板块厂网一体化的创新运营模式。

燃气业务：报告期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6,889 万元，同比增加 15.30%。收入增长主要来源

于铝型材行业企业的天然气置换以及其他新客户的拓展。江西瀚蓝项目开局良好，加气母站进入

试运行，拓展了一些工业用户，将积极推进高压管线项目的相关工作。

3.1.1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962,036,237.25 1,724,333,189.00 13.79

营业成本 1,351,465,646.45 1,137,711,815.38 18.79

销售费用 32,083,306.46 27,639,826.05 16.08

管理费用 110,330,691.28 111,181,930.64 -0.77

财务费用 88,464,328.11 111,045,088.81 -20.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4,570,118.03 464,280,606.24 -6.4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2,834,300.31 -449,163,140.78 -23.0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712,486.92 -105,798,047.59 156.44

研发支出 14,405,083.99 18,289,471.24 -21.24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供水业务售水量增长、固废板块内新增项目投产、燃气业务销售上升。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供水业务和燃气业务销售量增加、固废板块内新增项目投产使得成本增

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房地产和燃气销售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提前归还部分贷款以及发行公司债利率较低使得总体融资成本下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电费回收较慢。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年支付股权转让款及顺控增资款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上半年借款增加 。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绿电公司研发支出减少。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1.2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 万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应收账款 42,375.46 3.11 26,190.87 1.97 61.79

主要是固废业务部分外地

新项目电力业务许可证办

理进度影响电费及可再生

能源补贴回款、污水处理和

餐厨垃圾处理业务政府结

算进度延后。

预付款项 5,339.14 0.39 2,235.24 0.17 138.86
主要是固废工程及燃气采

购预付款项增加。

长期股权

投资
36,678.07 2.69 16,144.83 1.22 127.18

主要是支付顺控环投增资

款和牡丹江瑞嘉收购款。

应付票据 0 475.00 0.04 -100.00 主要是应付票据到期付款。

应付利息 2,551.90 0.19 1,069.88 0.08 138.52 主要是计提公司债利息。

应付股利 15,325.28 1.13 60.00 0 25,442.13
主要是公司确认 2016 年分

红。

其他流动

负债
2,050.09 0.15 1,172.71 0.09 74.82

主要是预付设备工程款到

货结转。

长期借款 265,499.81 19.49 223,232.01 16.82 18.93
主要是母公司新增银行借

款。

2. 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5,498,562.27 使用受限的保证金存款

应收账款 41,720,630.87 质押借款

无形资产 4,189,266,206.96 质押借款

长期股权投资 2,362,000,000.00 质押借款

合计 6,598,485,400.10



截至报告期末，不存在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必须具备一定条件

才能变现、无法变现、无法用于抵偿债务的情况，以及该等资产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权利受

到限制的情况和安排。

3.1.3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 6月 30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是36,138.07万元，比2016年底余额增加19,993.23

万元，增幅 123.84%。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对顺控环投增资 20,000 万元和确认西江供

水和贵阳京环的投资损益。

（1）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适用 √不适用

（2）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佛山市南海绿电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主要业务 垃圾处理及余热发电、污泥处理 垃圾处理及余热发电、污泥处理

注册资本 499,100,000.00 499,100,000.00

总资产 2,118,790,607.82 2,172,761,625.11

净资产 1,104,149,839.63 943,069,111.57

营业收入 257,758,128.26 241,939,229.13

营业利润 75,647,084.82 73,795,489.23

净利润 90,879,944.47 69,635,145.54

贡献的净利润占

公司合并净利润

比例（%）

26.71 24.31

项目
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主要业务

管道液化石油气及液化石油气的供应，

燃气工程及其技术咨询和信息服务（仅

供办理资质证）

管道液化石油气及液化石油气的供应，燃

气工程及其技术咨询和信息服务（仅供办

理资质证）

注册资本 56,975,000.00 56,975,000.00

总资产 1,277,713,731.34 1,069,109,737.56

净资产 748,770,141.56 643,244,077.29

营业收入 703,784,988.97 593,487,153.56



营业利润 105,382,237.28 140,195,109.60

净利润 77,752,884.18 106,347,073.26

贡献的净利润占

公司合并净利润

比例（%）

22.85 37.12

项目
创冠环保（中国）有限公司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主要业务 垃圾处理及余热发电、污泥处理 垃圾处理及余热发电、污泥处理

注册资本 1,661,620,691.15 1,661,620,691.15

总资产 4,078,611,164.26 3,779,819,902.27

净资产 1,946,230,018.37 1,670,466,741.05

营业收入 287,205,271.43 270,427,494.03

营业利润 78,298,855.59 69,389,495.44

净利润 69,257,018.13 61,826,697.65

贡献的净利润占

公司合并净利润

比例（%）

20.36 21.58

（3）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1.4 其他披露事项

(一)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二) 可能面对的风险

√适用 □不适用

1、政策风险

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人口持续增加和政府对环保的日益重视、相关立法逐渐完善，公司从

事的水务行业、固废处理行业及燃气供应行业发展前景向好。随着市场环境逐步成熟，市场化程

度逐步提高，市场规模扩大，国家产业政策存在随之调整的可能性，可能对公司相关业务发展造

成一定的影响，比如环保行业税费政策的调整等。

对策：加强对产业政策和监管政策的研究，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巩固公司传统优势行业，积

极发展符合国家政策，前景向好的环境服务产业。



2、环保风险

环保标准与环境执法趋严，以及环境治理效果导向的环境治理模式的到来，对公司运营服务

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策：严格恪守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要求，践行“城市好管家、行业好典范、社区好邻居”的

理念，继续做强“社会责任品牌”，引领公司项目运营和项目建设，并层层分解落实安全环保稳

定运行责任，通过常态化的检查、监测技术和手段提升运行管理水平，实现长期、稳定、安全、

合规运行。

3、产品质量风险

自来水的质量与人民生活和身体健康息息相关，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会给人身健康带来

危害。公司历来重视产品质量，采用国际国内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工艺合理，设备先进，自动化

程度较高，生产的自来水质量指标优于国家卫生标准。但如果水源保护不当，原水水质污染严重，

将影响到自来水的质量，从而有可能对公司的供水业务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对策：公司将加强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生产工艺，对公司所属水

厂从取水到送水的全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定时定点抽样检验，同时加强与环保、水利等部门的联

系和沟通，建立原水水质实时监测和预警系统，研究和建立原水水质突发性污染应急处理系统，

确保自来水水质符合国家标准。

4、安全生产管理风险

公司从事的业务，特别是燃气业务和固废业务是安全生产风险高危领域，对公司安全生产管

理提出很高的要求。

对策：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内部控制

制度和流程，加强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和整改落实工作，重视安全生产意识培养，从源头上防范

和控制安全生产风险。

5、市场竞争风险

行业竞争不断加剧和新的竞争者不断涌入，环境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综合化、系统化产

业园较易被复制和模仿。

对策：进一步整合、理顺内部资源，进一步做强综合环境服务品牌，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资

本平台，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积极寻求并把握新的市场机遇，争取实现进一步对外扩张。

6、财务风险

公司长期以来经营稳健、财务结构稳定、无不良信用记录，同时也非常注意负债期限结构管

理和销售现金管理。目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同行业稍高，但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充沛且

保持稳定，总体而言，财务风险较低。但公司正在建设（含拟建）的项目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

债务规模可能会继续攀升，负债规模的提高将对公司的经营带来一定的影响。

对策：公司将全面系统规划公司资金需求，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整体使用效率，发挥资金统

一调配作用，满足资金需求，节约资金整体成本。探索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等多样化融资方式，



同时与银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最大程度上支持和满足公司快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并有效控

制财务成本。

7、管理风险

公司目前建立了健全的管理制度体系和组织运行模式，但是随着未来公司资产规模和经营规

模的扩张，公司经营决策、组织管理、风险控制的难度增加。公司面临组织模式、管理制度、管

理人员的能力不能适应公司快速发展的风险。

对策：公司将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确保重大决策的科学高效，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决

策风险和公司治理风险。加强公司组织架构和管理流程、管理体制的完善，加强人才培养，适应

公司快速发展的需要。

3.1.5 其他披露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015年4月，公司与复星集团属下的复星惟实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复星惟实”）合资设立上海复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蓝投资”），公司以自

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5,000万元，占复蓝投资注册资本的30%；复星惟实出资人民币35,000万元，占

复蓝投资注册资本的70%。双方出资根据双方拟投项目进度分批到位。截至目前，因未有具体投资

项目，公司未注入任何资金。

由于市场变化等原因，截至目前复蓝投资未有实质经营和投资项目，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

将持有的复蓝投资股权以零对价转让给复星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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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6月 12 日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第十一条规定：与企业

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

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故本年将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增

值税退税）调整至其他收益列支，上年同期在营业外收入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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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