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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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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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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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6,988,85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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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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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峰环境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96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开明

王 妃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
7-8 号盈峰中心 23 层
7-8 号盈峰中心 23 层

传真

0757-26330783

0757-26330783

电话

0757-26335291

0757-26335291

电子信箱

wangyf@infore.com

wangyf@infor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重要变化。公司主要业务涵盖环境监测、环境综合治理、高端装备制造等业务。
1、环境监测业务
主要从事环境监测、智慧环保及相关服务，公司业务覆盖烟气、空气质量、灰霾、水质、水利、油烟、土壤、噪声、扬
尘等诸多领域，为政府及企业提供环境咨询、规划设计、环境监测、环境运维、环境预警与应急、智慧城市、环保信息化系
统等“一站式”环境综合服务。公司商业模式主要采取监测产品销售+运维服务的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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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监测先行，环境监测占据了环保产业信息和技术的制高点，公司在环境监测领域的领先优势，以及庞大的客
户资源，为公司发展成为环境综合服务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环境综合治理业务
水环境治理：主要经营流域治理、黑臭水体治理、生态修复、市政污水处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业污水处理等业务，
提供工程设计、施工、环保设施运营服务于一体的整体服务。
大气治理：主要经营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治理（VOCs），烟气除尘、脱硫、脱硝和电厂超低排放等业务，提供综合整治
污染源和提升大气质量的服务。
固废处理：主要经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固废循环产业园等业务，公司固废循环产业园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核心，园
内配置生活垃圾处置、危废处理、污泥处理、餐厨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建筑垃圾处理、填埋场生态修复、渗滤液处理、飞
灰处理等完整的生活垃圾及废弃物处理设施，一揽子解决，合理化循环，各处理环节实现资源共享、设施共建、物能循环，
完成生活垃圾及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循环利用。
公司在环境监测、大气治理、水环境综合治理、固废处理、土壤修复等环保领域拥有完善的产业链条，可为客户提供从
项目投资、工程设计与咨询、技术研发、工程建设、系统集成、设备制造、运营维护等“一站式”服务。
上述环境治理业务采用BOT、EPC、PPP经营模式。
3、高端装备制造业务
风机
公司作为国内风机领域的龙头企业，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是核电和轨道交通风机的核心供应商。产品涵盖
风机、消声器、风阀、制冷设备、磁悬浮风机，核级阀门，焊接多级低速鼓风机等，业务范围覆盖核电、地铁、隧道、污水
处理、脱硫脱硝、工民建等领域。公司风机装备主要是以直销为主、代理为辅的模式。
电磁线
公司电磁线产品涵盖铜线、铝线、圆线、扁线、漆包线、纸包线、丝包线等各温度等级的线种，广泛应用于汽车电机、
制冷压缩机、防爆电机、电子线圈、电动工具、超高压输配电设备、轨道交通、风能发电设备等各类电机、电器中。电磁线
采取以销定产的直销模式。
行业情况具体分析见第四节“管理层分析与讨论—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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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4,898,388,995.53

3,407,198,360.32

43.77%

3,042,602,74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2,656,553.59

245,789,877.16

43.48%

112,101,48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0,861,977.33

118,625,510.56

86.18%

20,403,509.36

-591,521,906.15

-213,138,977.47

-177.53%

207,161,562.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23

39.13%

0.3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23

39.13%

0.3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6%

7.22%

2.84%

5.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8,146,649,028.69

6,027,568,376.58

35.16%

5,457,586,32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36,169,579.14

3,332,202,658.25

30.13%

3,362,269,04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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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937,410,468.48

1,097,273,589.96

1,234,182,397.17

1,629,522,53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463,290.06

108,294,244.85

72,533,824.79

105,365,19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612,201.84

75,979,481.24

63,611,839.58

57,658,454.67

-114,312,904.93

-261,189,444.89

-249,294,338.22

33,274,78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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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25,596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27,767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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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盈峰投资控股 境内非国有
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

32.14% 351,338,310

68,188,047 质押

343,108,457

Zara Green
Hong Kong
Limited

10.02% 109,556,670

109,556,670 质押

109,556,670

太海联股权投
境内非国有
资江阴有限公
法人
司

6.59% 72,056,601

34,132,074 质押

53,094,334

何剑锋

境内自然人

4.74% 51,791,361

51,791,361 质押

50,952,175

深圳市权策管
境内非国有
理咨询有限公
法人
司

质押

33,001,405

3.02% 33,001,405

33,001,405

冻结

33,001,405

江阴福奥特国
境内非国有
际贸易有限公
法人
司

2.20% 24,018,864

11,377,358 质押

17,698,110

周稷松

境内自然人

1.68% 18,338,446

0 质押

18,338,446

深圳市安雅管
境内非国有
理咨询有限公
法人
司

质押

16,233,508

1.49% 16,233,508

冻结

16,233,508

沈洁

1.10% 12,000,000

0 质押

12,000,000

1.06%

0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资
其他
源垄断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11,605,579

16,23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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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何剑锋先生，太海联股权投资江阴有限公司与江阴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福奥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
动的说明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不适用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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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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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着眼全局，充分把握国家经济形势和环保行业发展趋势，以将公司打造成为“受人尊敬
和信赖的以环境监测为龙头的国内领先的高端装备制造+环境综合服务商”为战略目标 ，充分发挥公司自身优势，在全体股
东大力支持下，通过经营层和全体员工的努力，2017年公司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9,8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43.7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266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43.48%。
报告期内，宇星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56,31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05%；实现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192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4.54%。宇星科技连续三年较好的完成了收购时的业绩承诺，达到收购预期，较好的保护了上市公司和中
小投资者的利益。
2017 年，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回顾如下：
1、专注和深耕环保领域，持续完善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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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战略定位是成为受人尊敬和信赖的以环境监测为龙头的国内领先的高端装备制造+环境综合服务商，公司高起点进
军环保领域行业，快速实现了公司产业升级及战略转型。截止目前，公司已构建了环境监测、水环境综合治理、大气治理、
固废治理等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能力。为助力产业升级，2017年，公司计划总投资10亿元的盈峰环境顺德环保科技产业园已启
动建设，主要投资方向为环境监测设备研发制造、环保装备研发制造、小型新能源环卫车辆研发制造、环卫机器人研发制造
等，为企业长期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2、市场拓展成效显著，企业驶入快速发展通道
公司积极应对市场环境变化，主动把握市场机会，策略性的加大了环保市场的资源投入，在市场拓展方面已逐渐打开了
局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报告期内，公司中标多个大型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签署了1.64亿元宁夏吴忠市湿地改善项目、0.87
亿元中山内河涌整治水生态环境修复项目、20亿元仙桃市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40亿元阜南县全域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以及厦门市金龙和中国重汽的VOCs废气治理项目等，项目涵盖污水处理、生态治理、固废处理、城市垃圾处理、VOCs治理
等领域，项目涉及内容丰富，订单资源充沛，彰显了公司“一站式”环境综合服务商的实力。
3、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培养企业发展新动能
2017年度，公司研发总投入16,360万元，占报告期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3.68% ，占营业收入的3.34%。作为国内以环境
监测为龙头的高端装备制造+环境综合服务商，公司坚持以专业致胜，充分发挥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开展研发工作，强化研
发攻关、成果转化、创新产业化等工作，推动了公司技术的提档升级，在多个核心技术新领域取得多个重要突破。截至目前，
公司已获授权322项专利，其中72项发明专利，22项外观专利；已获得203项软件著作权；软件产品登记74项；获得注册商标
43件；参与制定国家标准1 项，行业标准6项，企业标准60项；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22项，国家重点环境使用保护技术及示
范工程15项，28项科研成果获得科技成果鉴定。进一步巩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培育发展动能。
4、先进的企业治理机制，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公司通过产业并购高起点转型环保产业后，公司陆续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设立并购产业基金、股权激励等措施加速推进
公司的环保战略转型和升级。报告期内，公司再次推出了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以及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顺利完成。2017年度，
公司二期股票期权计划，激励对象共118人，授予期权2715万份，占总股本的2.33%，主要是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
环保产业控股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行权条件为 2018-2020年扣非净利润与2017年相比,增长率分别不低于30%、
90%和160%。设定业绩高增长，充分体现公司对于环保业务的重视程度以及对未来长远发展的充分信心，构建了企业与员
工的利益共同体，绑定核心团队利益，有利于经营团队关注企业长期发展，为公司的高增长发展保驾护航。2017年度非公开
发行，共募集资金总额6.3亿元，主要投向固废项目，环境监测全国运营中心升级及新建项目，环境生态预警综合信息系统
项目。此次定增增强了公司自身资金和资本优势，通过开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在环境监测领域的应用，积极打造智慧环
保平台，将进一步拓宽公司业务结构，强力支撑环保业务发展，为打造国内领先的环保企业奠定强有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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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工器械制造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273,823.46

18,595.01

6.79%

31.55%

19.20%

-0.70%

41,940.86

16,442.45

39.20%

23.63%

6.53%

-6.30%

环保

172,422.87

58,512.31

33.94%

77.22%

60.28%

-3.58%

电工器械制造

273,823.46

18,595.01

6.79%

31.55%

19.20%

-0.70%

通风装备制造

41,940.86

16,442.45

39.20%

23.63%

6.53%

-6.30%

环境综合治理

172,422.87

58,512.31

33.94%

77.22%

60.28%

-3.58%

国内

480,087.34

93,172.58

19.41%

45.08%

39.56%

-0.76%

国外

8,099.86

377.19

4.66%

-4.09%

-51.50%

-4.55%

机械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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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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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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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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巴林右旗盈峰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设立

2017年05月09日

2,300.00万元

100.00%

深圳盈峰环境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设立

2017年04月28日

2,000.00万元

100.00%

广东盈峰环境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设立

2017年03月22日

暂 未 实 缴 出 资 100.00%
缴

茂名市盈峰环境水处理技术有限 设立
公司

2017年05月25日

6,200.00万元

100.00%

中方县盈峰环境供水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0日

5,573.75万元

90.00%

设立

2.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忻州宇星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注销

2017.10.12

0

439,138.20元

宇星科技发展（武汉）有限公司

注销

2017.05.2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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