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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SZ002672 、HK00895                         证券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2016-95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江环保 股票代码 SZ002672 、HK0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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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恬  王娜 

电话 
证券事务热线：0755-86676092                                              

投资者关系热线：0755-86676024 

证券事务热线：0755-86676092                                              

投资者关系热线：0755-86676024 

传真 0755-86676002 0755-86676002 

电子信箱 ir@dongjiang.com.cn ir@dongjiang.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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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9,993,595.81 1,118,866,876.59 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6,072,065.40 173,643,031.97 1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3,927,543.27 164,117,047.81 18.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900,576.36 -70,332,768.44 128.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3% 6.82%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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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2,216,529.24 6,685,217,204.54 1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40,158,282.09 2,753,159,779.70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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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10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张维仰 境内自然人 27.92% 242,769,173 182,076,880 质押 54,000,00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23.02% 200,096,562 0   

李永鹏 境内自然人 4.23% 36,741,495 27,556,120 质押 15,820,000 

蔡虹 境内自然人 2.19% 19,000,000 0   

陈曙生 境内自然人 1.65% 14,379,182 10,784,386 质押 5,74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其他 1.54% 13,415,933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环保

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0% 11,315,896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趋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1.27% 11,0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其他 1.10% 9,560,596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蓝筹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6% 9,201,44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永鹏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维仰先生的外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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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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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上半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年版）》等危险废物处置相关专项规划的相继颁

布实施，进一步催化行业发展机遇。公司紧抓产业契机，以持续巩固危废业务核心竞争力为目标，顺应国家大力推进 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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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新趋势，通过并购扩张、新项目、新区域拓展及技术创新等手段，大力提升工业废物无害化处理能力，降低处置成本

和提升产品附加值，实现业务结构的优化升级，保障了公司上半年利润的持续增长。 

公司报告期内（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 116,999.36 万元，较 2015 年同期增长 4.57%；实现利润总额 25,048.25 万元，

较 2015 年同期增长 7.9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0,607.21 万元，较 2015 年同期增长 18.68%。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为 775,221.65 万元，较期初增长了 15.9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为 294,015.83 万元，较期初增长了

6.79%；每股净资产为 3.38 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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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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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新增合并子公司：如东大恒危险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通过股权收购取得对如东大恒危险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权，拥有其 100%权益，从

2016 年 1 月起，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合并范围。 

2、报告期内新增合并子公司：南通惠天然固体废物填埋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8 日，通过股权收购取得对南通惠天然固体废物填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权，拥有其 100%权益，从

2016 年 2 月起，将期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合并范围。 

3、报告期内新增合并子公司：衡水睿韬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通过股权收购取得对衡水睿韬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权，并拥有其 85%的权益，从 2016

年 4 月起，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合并范围。 

4、报告期内新增合并子公司：江苏东恒空港高新技术产业园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通过股权收购取得对江苏东恒空港高新技术产业园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权，并拥有其 56.25%

的权益，从 2016 年 4 月起，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合并范围。 

5、报告期内新增合并子公司：浙江江联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通过股权收购取得对浙江江联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权，并拥有其 60%的权益，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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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起，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合并范围。 

6、报告期内新增合并子公司：深圳市前海东江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注册成立了深圳市前海东江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并于 2016 年 6 月注资正式运作，公司

拥有其 100%的权益，从 2016 年 6 月起，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合并范围。 

7、报告期内新增合并子公司：深圳市宝安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注册成立了深圳市宝安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并于 2016 年 6 月注资正式运作，公司拥有

其 100%的权益，公司从 2016 年 6 月起，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曙生(代) 

2016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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