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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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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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267,10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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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江环保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SZ002672 、HK0089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恬

万川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 9 号东江环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 9 号东江环保
保大楼 10 楼
大楼 10 楼

电话

证券事务热线：0755-88242689
投资者关系热线：0755-88242615

证券事务热线：0755-88242689
投资者关系热线：0755-88242615

电子信箱

ir@dongjiang.com.cn

ir@dongjia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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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以自身核心优势为基础，结合国家宏观政策、环保产业发展态势、行业竞争情况等因素，公司进一步
优化完善战略规划，坚持以固废处理为核心，配套发展区域环境治理和环保服务两大领域。一方面，公司
聚焦危废主业，坚持落实战略规划，进一步扩大公司危废产能规模、提高产能利用率，深耕粤港澳大湾区、
长三角、京津冀与环渤海等区域市场，巩固行业领先地位；并集合政府、行业等各方优势资源，拓展优质
危废项目，稳步推进外延式扩张。另一方面，公司积极发展区域环境治理和环保服务两大领域，通过打造
危废 EPC 总包能力、建立危废处理综合服务商品牌，为公司实施技术+服务的一站式创新业务模式提供条
件，积极推动业务转型升级。
2019 年公司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以经营目标为导向，以
持续稳健发展为宗旨，加速业务拓展和布局，落实规范化管理，积极推进新项目建设及投产，并通过开源
节流，瘦身强体，技术创新等措施，全面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有序保障生产经营各项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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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营业收入（元）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3,458,591,061.22

3,284,080,652.02

5.31%

3,099,658,64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23,929,691.12

407,917,006.14

3.93%

473,375,97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61,422,588.12

323,431,535.09

11.75%

463,523,482.67

1,234,997,113.16

897,658,614.67

37.58%

671,396,305.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47

2.13%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47

2.13%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1%

10.57%

-0.46%

13.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019 年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10,395,432,084.42

9,744,457,681.11

6.68%

9,240,147,372.47

4,344,631,763.32

4,041,932,130.79

7.49%

3,729,095,483.7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806,667,629.12

第二季度
883,211,632.17

第三季度
887,564,909.39

第四季度
881,146,89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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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028,970.63

144,406,171.60

79,619,996.54

91,874,55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104,090.60

134,327,091.41

64,106,861.86

61,884,544.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8,168,801.69

265,269,286.15

297,132,012.01

354,427,0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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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35,879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43,397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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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 NOM INEES LIM ITED

境外法人

22.76%

200,095,912

0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89%

166,068,501

0 质押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0%

50,087,669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32%

29,176,543

0

81,817,116

张维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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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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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2014 年公司债 14 东江 01
券（第一期）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17 东江 G1
绿色公司债券（第一
期）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债券代码
112217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019 年 08 月 01 日

35,000

6.50%

2019 年 03 月 10 日

3,088.80

4.90%

2020 年 03 月 10 日

56,911.20

5.50%

112501

1、"17 东江 G1"：公司以 2019 年 3 月 8 日为债权登记日，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支付 2018
年 3 月 10 日至 2019 年 3 月 9 日期间的利息 4.90 元(含税)/张，利息为人民币 2,940 万元。公
司已正常兑息。
2、"14 东江 01"：公司以 2019 年 7 月 31 日为债权登记日，于 2019 年 8 月 1 日支付本期债
券本金及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期间的利息 6.50 元(含税)/张，本金为人民币
35,000 万元，利息为人民币 2,275 万元，本息合计为人民币 37,275 万元。公司已正常兑付兑
息。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14 东江 01”债券等级为 AA+，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17 东江 G1”债券等级为 AA+，主体信用等级为 AA+。在债券存续期内，中诚信证
评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
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
证评将于公司年度报告公布后二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并发
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中诚信证评将密切关注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及相关信息，如公司未能及时或拒绝
提供相关信息，中诚信证评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据此确认或调整主体、债券信用等级或公告信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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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暂 时失 效。 中诚 信证 评 的定 期和 不定 期跟 踪 评级 结果 等相 关信 息将 通 过中 诚信 证评 网 站
（www.ccxr.com.cn）予以公告。公司亦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将上述跟踪
评级结果及报告予以公告备查，投资者可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上述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
报告期内，中诚信证评发布了《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
告（2019）》、《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19）》，具体内容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1.57%

51.91%

-0.3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0.29%

20.15%

0.14%

3.54

3.86

-8.29%

利息保障倍数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 年，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仍在持续，全球贸易和工业生产增速放缓，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进入了供
给侧改革、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污染防治攻坚战也已经进入决战期，环保需求和服务
内容正在发生变化，行业集中度逐渐上升，竞争热度逐步提高，增加了经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危废
处置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提出了新的挑战。公司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变化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聚焦危废主业，围绕“抢市场、补短板、强创新、促转型、控风险”的
经营主线，扎实做好生产经营等各项工作，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获得良好成效，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危废经营资质总量继续领跑，夯实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业务维持稳健增长，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45,859.1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5.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42,392.9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93%，扣除非经
营性损益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36,142.26 万元，同比增长 11.75%。公司财务状
况保持稳健，2019 年末总资产约为人民币 1,039,543.21 万元，较期初增长 6.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约为人民币 434,463.18 万元，较期初增长 7.49%。报告期内，考虑到经营环境变化和基于谨
慎性原则，公司合理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和应收款项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全年业绩有一定的影响。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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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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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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2018年12月7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相关会 计政 策变 更已 说明 1
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经本公 司第 六届 董事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会第四 十一 次会 议批
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准。
则。
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相关会 计政 策变 更已 说明 2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2019年9月19日发布《关于修 经本公 司第 六届 董事
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 要 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第
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按照新的报表格式编制财 六届董 事会 第五 十一
务报表。
次会议批准。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的说明：

说明 1：执行新租赁准则
本公司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
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具体为：
A.对于首次执行日的融资租赁，本公司按照融资租入资产和应付融资租赁款的原账面价值，分别
计量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B.对于首次执行日的经营租赁，本公司在首次执行日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行日承租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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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
本公司根据每项租赁选择按照下列两者之一计量使用权资产：
（a） 假设自租赁期开始日即采用新租赁准则的账面价值（采用首次执行日的增量借款利率作为
折现率）；
（b）与租赁负债相等的金额，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
在首次执行日，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对使用权资产进行
减值测试并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具体受影响科目如下：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账面金额

项目
固定资产

2,253,551,471.72

使用权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40,977,675.35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19 年 1
月 1 日账面金额

新租赁准则影响

5,329,251.18

-1,354,726.26

2,252,196,745.46

20,781,297.81

20,781,297.81

3,928,290.23

444,905,965.58

16,392,397.33

16,392,397.33

-894,116.01

4,435,135.17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在计量租赁负债时，对于具有相似特征的租赁合同采用同一折现率，
所采用的增量借款利率的加权平均值为 4.69%。
2019 年起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54,068,992.47

1,054,068,992.47

-

结算备付金

-

拆出资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934,920.00

24,934,920.00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衍生金融资产

-

应收票据

76,700.60

76,700.60

-

应收账款

690,806,931.89

690,806,931.89

-

应收款项融资

62,032,264.42

62,032,264.42

-

预付款项

43,155,392.19

43,155,392.19

-

应收保费

-

应收分保账款

-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

其他应收款
其中：应收利息

334,623,903.72

334,623,903.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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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股利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存货
贷款
合同资产

299,706,172.78

299,706,172.78

-

372,628,000.00

372,628,000.00

-

95,704,312.32

95,704,312.32

-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965,177.96

2,965,177.96

-

107,354,560.79

107,354,560.79

-

3,088,057,329.14

3,088,057,329.14

-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

债权投资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其他债权投资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48,736,094.93

48,736,094.93

-

303,461,055.34

303,461,055.34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投资性房地产

423,598,931.13

423,598,931.13

-

固定资产

2,253,551,471.72

2,252,196,745.46

-1,354,726.26

在建工程

1,253,654,558.40

1,253,654,558.40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油气资产

-

使用权资产

0.00

20,781,297.81

20,781,297.81

无形资产

875,193,511.63

875,193,511.63

-

开发支出

17,861,081.17

17,861,081.17

-

1,213,137,618.89

1,213,137,618.89

-

长期待摊费用

44,450,361.11

44,450,361.11

-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002,037.95

26,002,037.95

-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6,753,629.70

196,753,629.70

-

非流动资产合计

6,656,400,351.97

6,675,826,923.52

19,426,571.55

资产总计

9,744,457,681.11

9,763,884,252.66

19,426,571.55

1,834,096,571.16

1,834,096,571.16

-

商誉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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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负债

-

应付票据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

应付账款

558,358,310.28

558,358,310.28

-

预收款项

2,986,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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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续债

-

资本公积

498,652,595.03

498,652,595.03

-

减：库存股

67,772,830.00

67,772,830.00

-

其他综合收益

16,927,580.70

16,927,580.70

-

专项储备

5,561,004.28

5,561,004.28

-

盈余公积

202,915,933.37

202,915,933.37

-

5,611,350.00

5,611,350.00

-

2,492,936,395.01

2,492,936,395.01

-

4,041,932,130.79

4,041,932,130.79

-

644,228,448.43

644,228,448.43

-

所有者权益合计

4,686,160,579.22

4,686,160,579.22

-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744,457,681.11

9,763,884,252.66

19,426,571.5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说明 2：本公司已按照上述新财务报表格式通知编制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财务报
表，比较财务报表已相应调整，具体受影响科目如下：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原报表格式
报表项目

新报表格式
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52,915,896.91

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

76,700.60

应收账款

690,806,931.89

应收款项融资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08,358,310.28

其他流动负债

8,681,676.76

递延收益

175,993,716.83

62,032,264.42

应付票据

150,000,000.00

应付账款

558,358,310.28

递延收益

184,675,393.59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原报表格式
报表项目

新报表格式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92,657,763.28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其他流动负债

345,743,316.50
1,077,246.24

285,028,558.79
7,629,204.49

应付票据

150,000,000.00

应付账款

195,743,316.50

递延收益

23,454,6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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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减值损失

60,716,979.16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60,716,979.16

资产减值损失

27,996,984.18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27,996,984.18

4)母公司利润表
原报表格式

新报表格式

报表项目

金额

信用减值损失

45,505,668.64

资产减值损失

报表项目

金额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45,505,668.64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重要前期差错更正及影响
2019 年度，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前期差错更正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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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新设增加揭阳东江、惠州东投、珠海东江共 3 家子公司，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增加佛山富龙及其子公
司富龙运输共 2 家子公司，因注销减少产品贸易公司、江门精细化工共 2 家子公司。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谭侃
2020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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