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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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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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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湖高新 60013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段静 周京艳 

电话 027-87172038 027-87172038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1号

东湖高新大楼五楼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1号

东湖高新大楼五楼 

电子信箱 duanjing0822@126.com dhgxzjy79@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5,656,343,240.08 26,643,893,730.67 -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840,928,319.69 4,811,663,163.74 0.6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02,745,536.71 -196,902,962.30   

营业收入 4,858,004,896.38 4,433,506,126.11 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4,246,298.19 106,383,312.80 8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1,555,946.47 87,613,670.41 61.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08 2.47 增加1.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459 0.1317 86.7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459 0.1317 86.7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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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1.20 168,650,053 32,608,696 无 0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23 33,640,685   无 0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金石灏沣股权投资（杭州）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95 23,478,260   无 0 

徐文辉 境内自

然人 

1.97 15,705,276 15,705,276 无 0 

钱超 境内自

然人 

1.95 15,474,515 15,151,515 无 0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天风天成天智 6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69 13,473,209   无 0 

武汉德兴建业产业园投资运

营有限公司 

其他 1.67 13,288,575 13,257,575 无 0 

广州立创五号实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48 11,739,130   无 0 

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硅谷天堂恒

昌私募基金    

其他 1.24 9,837,130   无 0 

邵永丽   境内自

然人 

0.85 6,731,728 6,731,728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1、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定向资产管理方式增持公司股份，与深圳天风天成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风天成天智 6号资产管理计划构

成一致行动人关系。2、徐文辉与邵永丽为夫妻关系，构

成一致行动人关系。3、钱超和武汉德兴建业产业园投资

运营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4、湖北省联合发展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5、其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无论是对武汉的企业还是个人，都是一个异常艰难且难以忘怀的特殊时期。

一月新冠疫情爆发，公司停工，武汉封城；二月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公司 404 名党员下沉防疫

一线，冲锋在疫情防控的最前沿，圆满完成梁子湖区人民医院抢建任务，积极响应党委号召，向

湖北省各地方政府、红十字会及慈善机构捐赠核酸测试剂盒、护目镜、防护服、爱心物资、员工

捐款等约 400 万元；四月公司稳步推行复工复产，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把握“稳中求

进，精进提质”主基调，全力以赴实现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8.5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57%，经营性净现金流 15.0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7.00 亿元，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82.59%，公司上下凝心聚力，克服疫情影响

助力复工复产，具体如下： 

1、工程建设板块 

疫情期间，工程项目立项、勘察、设计、招标进度均受到影响，复工复产后，湖北路桥围绕

年度生产计划，倒排工期，重点督导，确保如期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截至目前，棋盘洲大桥主桥

已合龙，白洋大桥路面沥青试验段完成摊铺，武穴大桥北岸接线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鄂咸项目

全面启动机电、交安工程，ETC 项目进入中期计量支付资料编制阶段，郧西 PPP 项目汉江公路大

桥主墩成功封底，龙山大桥首个水中承台浇筑完成，王夏七标桑科隧道左线顺利贯通。湖北路桥

61个在建项目已全部复工，报告期内，湖北路桥累计实现回款51.9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61%，



累计完成产值 38.08亿元，上半年中标项目 11个，新签合同总额为 8.65亿元。 

2、环保科技板块 

（1）大气领域 

公司大气治理环保业务包括燃煤机组烟气“脱硫、脱硝、除尘、输灰”治理和垃圾焚烧烟气

处理设备的销售、安装与调试业务。报告期内，燃煤机组烟气治理各运营项目安全平稳达标运行，

虽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下降，但受益于吉木萨尔、横山等项目同比新增机组影响，

报告期内累计完成脱硫电量 262.31亿度，较上年同期增长 6.40%；实现营业收入 3.5亿元，同比

增长 10.11%。因受疫情影响出行受限，部分垃圾焚烧项目实施延迟，导致泰欣环境垃圾焚烧烟气

处理设备的销售、安装与调试业务延期交付，但上半年市场拓展及总体经营情况良好，新增中标

5.4 亿元，完工交付项目 26 个，实现营业收入 3.3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5.35%，回款 3.74

亿，同比增长 140%。 

（2）水务领域 

报告期内，在建项目工程建设及生产运营工作均稳步推进。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水务领域存

量以及在建项目污水处理项目、应急项目总设计规模为 39.2万吨/日，供水项目总设计规模为 6.2

万吨/日，合计处理规模为 45.4万吨/日。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0.9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86%。 

3、科技园区板块 

上半年，科技园板块受疫情影响最大，招商工作开展难度较大，一季度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同时为帮助支持园区中小微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减免园区中小微企业租金预计不超过 3,500

万元，与园区企业共渡难关。在此情况下，科技园积极应对,多措并举，坚持“保年度任务目标”

和“谋划转型升级”两手抓，报告期内，科技园新开工面积 22.7 万方，实现销售面积 7.46万方，

租赁面积 5.31万方；抢抓产业升级趋势谋篇布局，新增武汉市蔡甸经开区东湖高新武汉创智基地

项目和长沙隆平生物种业产业园项目，新增开发项目土地面积 492 亩。与湖北鄂州华容区政府、

越秀集团、中交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拓宽了与央企、地方国企等主体的合作渠道，为后续公

司建立多元合作开发机制，开辟高质量产业项目，实现园区变片区的发展目标储备了资源。 

4、落实疫情优惠政策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以来，中央及地方政府出台的多项支持企业政策，以减少因疫情所

造成的经济损失。公司成立专班，抢抓政策机遇，积极推进落实疫情防控期间各项支持政策。报

告期内，获得各项社保减免、减半、稳岗补贴等 1,063.80万元，银行利息减免约 310万元。抢抓

政策窗口期，成功发行 15亿元定向债务融资工具、4.4 亿元上交所绿色疫情防控资产证券化产品，

发行利率创近年来直接融资新低。并通过贷款置换、协商下调存量贷款利率、争取政策性银行低

成本项目贷款、提前偿还部分贷款等方式，以降低公司资金成本。 

5、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泰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欣环境”）70%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工作稳步推进。公司于 2019年 8月完成泰欣环境 70%股权的过户手续，

泰欣环境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工作，本次募集资金总

额为 219,999,980.64元，配套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41,666,663股，公司总股

本增至 795,469,152股。 

6、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为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升资本实力，公司于报告期内启动了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9亿元的

可转债工作，所募资金将投入科技园项目开发建设、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已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了申请材料并获得受理，截止公告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意见通知书》”），正在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对所列问

题进行逐项认真研究和讨论。 

http://shoudian.bjx.com.cn/zt.asp?topic=%D3õ%E7%C1%BF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五、44“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