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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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顾文辉 
董事顾文辉先生因公无法出席本次董

事会，委托董事司晓龙先生代为表决 
司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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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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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环保 600874 渤海化工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 

天津创业环保股份 01065 天津渤海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牛波 郭凤先 

电话 86-22-23930128 86-22-23930128 

办公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南路76号创

业环保大厦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南路76号创

业环保大厦 

电子信箱 niu_bo@tjcep.com guo_fx@tjcep.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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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2,270.6 1,799,080.7 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27,826 617,402.5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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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29.9 72,970.7 -64.19 

营业收入 152,139 122,471.6 2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5,694.8 21,850.3 1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655 19,355.3 17.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13 3.73 增加0.4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8 0.1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8 0.1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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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0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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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政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0.14 715,565,186 0 无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其他 23.68 337,952,810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0.99 14,169,800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48 6,894,016 0 无   

浙江锦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24 3,400,500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0 2,859,652 0 无   

叶锐清 境内自

然人 

0.19 2,731,700 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中证环保产业交易型开放

其他 0.17 2,467,844 0 无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景顺长城中证 500行

业中性低波动指数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11 1,606,481 0 无   

沈阳铁道煤炭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11 1,50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 1名至第 10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注：（1）根据 HKSCC NOMINEES LIMITED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其持有之 H股股份

乃代表多个客户所持有，并无任何个别客户持有本公司

总股本 5%或以上之权益。（2）前十名股东均不是本公司

的战略投资者。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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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天津创业环

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

开 发 行

2016 年公

司债券 (第

一期) 

16 津创 01 136801.SH 2016-10-25 2021-10-25 700,000,000 3.13 

天津创业环

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

开 发 行

2018 年公

司债券 (第

一期) 

18 津创 01 143609.SH 2018-04-26 2023-04-26 1,100,000,000 5.17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0.30   60.30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86   4.25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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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概述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突袭，全国上下进入紧急状态，公司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果

断决策、科学部署、有序组织，将疫情防控和经济工作同步推进同步落实，顶住下行压力，不断

创新招法，坚持按照董事会制定的 2020年度经营计划和经营策略，以巩固运营与建设实力为基础，

强化经营管理，加大市场开发和管理创新力度，在逆势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1）强化应急管理，确保疫情期间项目运行安全。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公司在积极落实政

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的同时，克服困难，保证污水、供水、再生水、新能源供冷供热项目正

常运行，践行社会责任。同时，从科技研发方面，公司组织行业专家系统分析病毒传染源、传播

致病机理以及病毒在污水系统中的特性和规律，提出具体防控措施和运营建议；从运营应急管理

方面，制订《疫情防控期间污水处理工作指南》及相关预案，及时调整处理工艺，确保项目运行

安全。积极维护项目协议，2020 年 7 月 31 日签署《天津中心城区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协议

补充协议（三）》，确定新的污水处理综合服务费单价，确保项目收益。 

（2）巩固基础水务业务，加快拓展战略新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水务业务以现有项目提标改

造为主，西安公司北石桥、邓家村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新业务拓展方面，公司获取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目前已完成津沽中水厂、大连春柳河污水厂用户能源管理合同签署；郯城工业废物处

理处置中心项目于 2020 年 4 月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于 2020年 7 月底进入全面生产运营

阶段，对临沂地区以及省内各市区生态环境治理将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凯英公司凭借除臭二代工

艺，中标新疆于田县城污水厂、于田工业园污水厂及广东省汕头市新溪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全过

程除臭项目；8 月初，公司与山东万里置业有限公司合作，获取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综合材料生态处置中心项目”，进一步提高公司在危废业务领域的市场竞争能力。 

（3）深化市场化改革，巩固管理创新成果。报告期内，继职业经理人管理体系建设完成后，

公司开始集团层面中层管理人员市场化的聘任、薪酬与考核工作，创新多元化激励方式，进一步

深化公司的市场化改革；同时，在新的“大部制”组织架构框架下，进一步优化授权体系和工作

流程，完善内控体系建设，巩固管理创新成果。 

（4）2020年 7月 13日，公司董事会同意以 5.56元/股的价格向 3名特定对象发行 A股，拟

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8亿元，用于偿还有息负债及补充流动资金。发行方案尚待公司股东大会、

国资管理部门及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方可生效。 

2、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成果分析 

2020 年上半年，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52,139.0 万元，比上年度增长 24.22%；营业成本

104,071.2万元，比上年度增长 27.8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5,694.8万元，比上年度增加

17.59%。上述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污水处理业务量的增加，以及天津地区四座污水处理厂污水

处理服务费价格上调。 

（1）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本集团主营业务类型与上年度相比没有重大变化，仍以污水处理及污水厂建设、

再生水业务、自来水供水、新能源供冷供热业务、道路收费业务、科技成果转化业务、危废业务

为主。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41,702.6万元，占集团公司营业收入的 93.14%。 

①污水处理业务实现收入 109,327.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48%，主要原因是污水处理

量增加，同时天津地区四座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综合服务费单价上调。报告期内共处理污水

70,485万立方米，较上年同期增加 8.2%，一方面存量项目处理水量增加，另一方面新开发污水项

目投入运营。 

②再生水业务实现收入 13,673.3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0.25%，主要由于管道接驳业务收

入比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但由于用户用水量增加，再生水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报告期内再

生水售水量 3,183.57万立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11.1%。 

③自来水供水业务实现收入 4,692.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59%，主要因为受疫情影响，

用户用水量减少，售水量 2,568.7万立方米，比上年同期减少 3.9%。 

④新能源供冷供热业务实现收入 4,605.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95%，主要原因是黑牛

城道项目新增供冷供热服务面积。 

⑤科研成果转化业务实现收入 1,357.1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6.62%，主要原因是除臭业

务结算工程量减少。 

⑥道路收费业务实现收入 3,130.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持平。 

⑦危废业务自 2019年下半年开始产生收入，本报告期内共实现收入 3,302.9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在努力拓展市场的同时，仍继续加强项目运营工作，包括成本控制

及协议维护等，尽量降低运营成本，及时调整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保证项目收益。 

3、其他业务情况 

本集团其他业务主要包括以技术服务模式进行的污水处理委托运营业务，以及技术、工程咨 

询类业务，报告期内实现收入 10,436.4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6.83%，主要由于报告期内新增

技术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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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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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