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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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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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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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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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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源环境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26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樊昌源

李伟

办公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望 杭州市余杭区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望
梅路 1588 号
梅路 1588 号

电话

0571-88771111

0571-88771111

电子信箱

stock@xingyuan.com

stock@xingyuan.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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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571,866,568.38

856,055,577.98

8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9,772,175.78

120,191,664.30

11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86,657,509.61

114,328,302.24

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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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9,343,723.51

-117,155,454.89

-73.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8

-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8

-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2%

6.81%

1.8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7,771,905,997.31

6,028,814,464.47

2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21,839,710.61

2,887,217,109.74

8.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87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兴源控股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35.22%

358,270,234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聚利 43 其他
号单一资金信托

3.72%

37,799,960

韩肖芳

3.56%

36,241,920

长安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长
安信托－长安投
其他
资 632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2.13%

21,691,159

吴劼

2.04%

20,754,59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合顺 11
其他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98%

20,135,782

方正东亚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方
正东亚·恒升 19 其他
号证券投资单一
资金信托

1.82%

18,468,600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明湾睿 其他
银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67%

17,006,848

钟伟尧

1.36%

13,821,736

1.36%

13,790,206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百年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 其他
统保险产品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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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96,322 质押

224,672,200

20,754,590 质押

2,306,000

13,821,736 质押

13,068,000

周立武先生及夫人韩肖芳女士分别持有兴源控股有限公司 90%、10%的股权，同时韩肖
芳直接持有公司 3.56%的股份，周立武、韩肖芳夫妇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
其他有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股东之间的关系联系外，公司未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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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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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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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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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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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清晰的发展战略，深化各业务板块，各主要专业子公司坚决执行董事会拟定的经营计划，
协同整合，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实现营业务收入1,571,866,568.38元，较2016年同期增长83.62%；实现营
业利润319,043,584.43元，较2016年同期增长137.88%；实现净利润259,772,175.78元，较2016年同期增长116.13%。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顺利推进
2017年初，公司启动发行股份购买浙江源态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源态环保以智慧治水和智慧环保为
出发点，提供物联网管控及信息处理云平台的开发及搭建、污水治理设备的研发与销售、污水治理工程的承接及运维服务，
是一家围绕治水及环保行业规划、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产品研发与销售、运行维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环保服务企业，利用源
态环保的实时监测运维综合性平台串联上市公司现有的各业务条线。目前，该事项处于中国证监会受理并已反馈阶段。
（2）技术创新成果质量较高
按照“品质卓越、自主创新、产业协同、社会责任”的特性，公司主导起草的“污泥脱水用隔膜压滤机”浙江制造标准发布；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的院士工作站升级为省级院士工作站，为下一步深入产学研合作释放了空间。
从荷兰进口的深水挖泥船已交付，该船为全球最大的内陆湖库深水环保绞吸式挖泥船，已基本完成空载试验和有关的技
术改造，为拓展深水清淤市场提供了有力保障。
G20峰会屋顶花园项目荣获钱江杯，西湖杯，积极发挥G20峰会屋顶花园影响力，在国家大力推行的“一带一路”指引下，
持续创新；2017年4月，中艺生态荣获“浙江省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3）业务发展新局面
报告期内，公司已签订宁国市城市公园绿地建设PPP项目、温宿县托甫汗镇特色小城镇建设项目一期、施秉县易地扶贫
搬迁（扶贫生态移民）建设工程、体育场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投资）、重要材料采购总承包项目等，业务类型
和业务地域进一步拓宽；前期已成立的兴源环境科技湖州有限公司、临海市兴源水务有限公司、大悟县兴源水务有限公司、
漳州兴源水务有限公司、九江柘林湖生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诏安西溪生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台州中卉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新昌县鼓山建设有限公司、温州市东沙建设有限公司、琼中鑫三源水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PPP项目公司，项目建设和实施
均较为顺利，项目公司将充分发挥股东的资源优势和专业的管理经验，不断提升运营水平，努力使项目实现良好的经济社会
效益。
（4）财务管控能力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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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跨地区经营点多面广，产业链经营环节多、范围广及公司资金流量大等特点,对各子公司总体财务管理原则是
分权下的集权管理模式，下设财务管理部、计划投资部、资金运营部，强化财务管理，强化财务监督、实行目标全面预算管
理，并建立现金流量管理体制，资金统借统贷，统一调配,执行收支两条线。
（5）信息披露——规范运作再创佳绩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公司2016年度日常信息披露情况为基础，综合考虑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
和公平性，被处罚、处分及采取其他监管措施情况，信息披露事务管理情况，以及投资者关系维护情况等，对公司2016年度
信息披露工作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为A，占参加考核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的18.25%；公司信息披露考核已连续四年为“A”，
对公司规范运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将有利于公司开展投融资、诚信建设等。
公司将继续紧紧抓住环保产业发展、江河湖库疏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契机，继续推进战略布局，着力整合现有各板块，
促进内生增长，创新外延扩张模式，并持续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实现公司健康快速发展。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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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财务报告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了上海三乘三备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大悟县兴源水务有限公司、诏安西溪生态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广西玉林市兴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管迈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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