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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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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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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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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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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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6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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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

电话

0757-26335291

0757-26335291

电子信箱

wangyf@infore.com

wangyf@infore.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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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9,433,860.18

6,114,686,347.77

-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6,699,526.92

635,552,371.96

-1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47,125,394.79

562,291,460.66

-2.70%

-285,177,865.56

-972,112,479.10

70.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00

0.2000

-1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00

0.2000

-15.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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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4%
本报告期末

4.30%

-0.9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26,503,033,639.79

24,854,667,694.94

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139,792,544.21

15,514,697,715.97

4.0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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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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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盈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18% 1,017,997,382

中联重科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62%

399,214,659

0

盈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37%

359,609,756

0 质押

弘创（深圳）投
境内非国有法
资中心（有限合
人
伙）

9.81%

310,423,813

0

上海君和立成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上海绿联君和
其他
产业并购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2.12%

67,210,113

0

何剑锋

境内自然人

2.01%

63,514,690

11,723,329 质押

62,952,175

Zara Green
Hong 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1.73%

54,778,335

0 质押

54,778,335

广东粤财信托
有限公司－粤
财信托·腾鑫 1
其他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1.56%

49,397,393

0

广东恒健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9%

43,937,200

0

宁波绰易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8%

43,723,630

0

1,017,997,382 质押

1,017,997,382

207,577,365

宁波盈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盈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何剑锋先生，互为一致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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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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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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度，盈峰环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的外部形势，紧密围绕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顺势而为，聚焦核
心“5115”战略，依托在环卫装备领域已建立的竞争优势，积极推动智慧环卫业务发展，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以“智能装备、
智慧服务、智云平台”为核心的智慧环卫体系，引领行业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呈现环卫服务高速增长、环卫装备保持
领先的发展态势。
1、环卫服务持续高速增长
2020年上半年度，盈峰环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的外部形势，紧密围绕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顺势而为，聚焦核
心“5115”战略，依托在环卫装备领域已建立的竞争优势，积极推动智慧环卫业务发展，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以“智能装备、
智慧服务、智云平台”为核心的智慧环卫体系，引领行业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呈现环卫服务高速增长、环卫装备保持
领先的发展态势。
1、环卫服务持续高速增长
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给环卫服务产业带来冲击，1至3月市场陷入停滞。此次疫情中，危与机并存，环卫人作为抗击疫
情的最美逆行者之一，让社会反思，加强现代化装备和高科技手段运用改变传统环卫服务产业的弱势地位势在必行，盈峰环
境前期精准布局智慧环卫，抢占“智能装备、智慧服务、智慧云平台”的智慧环卫新高地，报告期内赢来初步收获期。
根据“环境司南”招标数据统计，2020年上半年，我国共开标各类环卫服务类项目（含标段）7,813个，同比增长12.35%；
新开标项目的年化合同金额332亿元，同比增长25.76%；合同总金额1,037亿元，同比下降1.52%。
2020年上半年，盈峰环境环卫服务实现营业收入8.02亿元，同比增长250.97%。新增年服务金额 8.41亿，新增合同总额
101.54亿，排名第一。先后在云南、广东、河南、河北、重庆、湖南、陕西、黑龙江八省份收获各类环卫市场化项目13个，
中标项目分布于深圳、雄安新区、重庆、西安、廊坊等10余个重要城市。报告期内公司宝安项目，不仅在体量上创下行业记
录，其在新能源环卫装备应用，管理信息化技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多项成果位居行业第一，改写城市管理标准，构
建了深圳市国际领先的公共服务水平。
2、环卫装备持续领先
受疫情影响环卫装备招投标短暂陷入低迷，新冠疫情退却，行业于5月开始市场逐渐回暖。疫情环境下，公司加强了互
联网运用，线上新品发布、宣传推广等“云模式”开启，线下新品全国范围内上门展示，“云端+地面”双模式推广叠加，
推动市场需求增长，把新技术、新产品带到客户面前，让客人足不出户认知产品，给市场带去新的活力，实现企业动起来，
产能活起来，多管齐下取得骄人业绩，赢得客户好口碑。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供的车辆强制险上险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6月30日，我国环卫车总销量57,009辆，
同比减少1,099辆，下降1.89%，其中，中高端作业车型总销量为14,657辆，同比下降1,465辆，降幅9.09%。
2020年上半年，盈峰环境环卫装备实现营收29.78亿元，同比下降14.04%。总销售数量8,100辆，销售金额行业排名第一，
其中，中高端产品销量4,257台，占市场份额29%，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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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能源环卫装备持续领跑全行业
2020年上半年，盈峰环境新能源环卫车辆实现营收4.30亿元，同期对比增长36.34%，公司新能源环卫车辆销售数量为571
辆，销量同期对比增长40.99%，占市场份额33.39%，销售金额行业排名第一，遥遥领先同行业。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大幅提升
报告期公司经营持续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中心任务，围绕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推进经营现金流改善，2020年1-6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85亿元，对比去年同期的-9.72亿元，增长70.66%。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的提升，最终运营质量提升，实现了提质增效，为公司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5、2020年上半年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6.19亿元，同比下降8.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7亿元，同比下降17.1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5.47亿元，同比下降2.70%。报告期内公司规模有所下降，源于公司实
施产业聚焦战略，战略剥离环保治理工程业务，公司2019年上半年“环境监测及固废处理”营业收入，包含环保治理工程营
业收入约5.45亿元，导致公司2020年上半年“环境监测及固废处理”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度下降。公司本期环卫装备因受上半
年疫情影响，公司环卫装备销售数量为8100辆，同比下降3.59%。新能源环卫装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6亿元，增幅36.34%；
环卫服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74亿元，增幅250.97%，本期新能源环卫装备及环卫服务营业收入大幅度增长，部分抵消了传
统环卫装备收入下降的影响。
2020年下半年，公司将持续对于风机、电磁线等非核心业务，通过业务结构优化、资产剥离或分拆上市等方式逐步进行
调整，优化公司的资产及产业结构，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及竞争力。聚焦在公司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环卫机器人、新能源环
卫装备、环卫服务、生活垃圾分类及终端处置的大固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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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具体详见 2020 年半年度报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五点“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中“重 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的
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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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具体详见 2020 年半年度报第十一节“财务报告”第八点“合并范围的变更”中“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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