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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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尔利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300190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敏

沈娟

办公地址

常州市汉江路 156 号

常州市汉江路 156 号

电话

0519-89886102

0519-89886102

电子信箱

zhumin@jswelle.com

shenjuan@jswel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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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95,344,909.35

547,569,966.34

6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7,863,280.87

70,142,133.02

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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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98,349,013.75

67,197,834.25

46.36%

-107,763,368.72

-52,550,139.15

105.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9

4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4%

2.39%

0.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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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0,887,867.67

6,139,644,965.50

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61,880,544.75

3,609,374,063.94

1.4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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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德泽实业投
境内非国有法人
资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237,323,999

25,465,172 冻结

25,465,172

10,220,819

10,220,819 质押

10,138,860

1.15%

9,397,476

9,397,476 质押

7,038,000

0.73%

5,922,965

5,922,965

39.98%

325,472,256

中国长城资产管
国有法人
理股份有限公司

4.07%

33,120,000

常州产业投资集
国有法人
团有限公司

3.32%

27,000,000

蔡昌达

境内自然人

3.31%

26,985,935

陈卫祖

境内自然人

3.13%

25,465,172

泰达宏利基金－
民生银行－泰达
宏利价值成长定 其他
向增发 460 号资
产管理计划

2.65%

21,600,000

张华明

境内自然人

1.50%

12,214,626

徐严开

境内自然人

1.26%

张贵德

境内自然人

张群慧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7,367,987

上述股东中,陈卫祖与张群慧为夫妻关系.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公司控股股东常州德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276,872,256 股，通过中信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建投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8,6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25,472,256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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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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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节能环保服务业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求及业务布局，按照年初
的经营计划，积极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在主营业务方面，公司及主要子公司持续拓展国内外
的垃圾渗滤液处理、污水处理、餐厨厨余垃圾处理业务、沼气工程业务、工业节能及VOC污
染治理业务，继续巩固和提升公司及子公司在上述细分行业的竞争优势及市场占有率。截至
本披露日，母公司新中标垃圾渗滤液处理项目、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及污水处理项目工程、特
许经营类及运营订单合计75，853.19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杭能环境新签沼气工程项目
31,956.39万元，汉风科技新增订单26,727万元,都乐制冷新签设备销售合同15,317.11万元。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5,344,909.35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3.51%；实现营业
利 润 125,039,484.86 元 ，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76.77% ；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
107,863,280.8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3.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98,349,013.7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36%。报告期内，公司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主
要是由于公司2017年及2018年上半年部分新签订单达到收入确认节点。另2017年公司新收购
了汉风科技、都乐制冷。从2017年6月起，上述两家公司正式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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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2017上半年，汉风科技、都乐制冷纳入公司合并范围的月份增加，因此报告期内公司
收入及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金源机械40%股权的收购，金源机械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
完成后，公司充分借助金源机械的平台，充分利用其制造加工能力，结合公司先进技术工艺，
不断提高公司核心环保装备的研发与制造能力，通过成本优势和质量控制提升公司在关键装
备制造方面的整体竞争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年初的经营计划，进一步制定完善了公司内部管理及分子公司管理、
汇报制度，规范和优化各项业务流程，形成了各事业部、经营类子公司为独立经营单位的管
理体制，明确了集团、各事业部、子公司的定位与职能，全面实施财务、人力资源条线管理，
初步实现了集团化管理体制，加强了对各事业部、子公司的管控，提升了公司的整体运作效
率。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一如既往地重视技术研发与创新工作。报告期内 ，公司根据项
目工程实践，不断对现有工艺进行优化改善，以期实现降低项目运行成本的同时，巩固公司
现有优秀工艺技术的领先地位，增强核心技术的持续领先性和不可替代性，努力维护推广公
司的技术口碑和品牌知名度。公司还在继续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同时，设立创业创新平
台，鼓励个人及团队创新，为其提供技术研发平台与资金支持，拓宽公司技术储备、创新渠
道。此外，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开展技术研发、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
报告期内，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综合考虑公司股东的有关提议
与诉求，公司筹划实施了回购公司股份事宜，截至目前，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通过了公司股
东大会的审核，公司于2018年8月9日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了回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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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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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常州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包含下属子公司沈阳维尔
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汇恒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汇恒”，包括下属
子公司常州汇恒膜科技有限公司、巴马汇恒环保有限公司、合阳汇恒华天环保有限公司共3
家）、常州维尔利餐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维尔利餐厨”，包括下属子公司
绍兴维尔利餐厨废弃物再生利用有限公司、桐庐维尔利餐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台州维尔
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常州埃瑞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湖
南仁和惠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大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温岭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包括下属子公司杭州普达可再生能源设备有限公司1家）、桐庐
维尔利水务有限公司、桐庐沙湾畈维尔利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敦化市中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桐庐横村镇污水理有限公司、维尔利环境（卢森堡）服务有限公司（包括下属子公司欧洲维
尔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EuRec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维利环境服务（泰国）有限公司共3家）、
枞阳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包括下属子公司东阳维尔利
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单县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长春维尔利餐厨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西安维尔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常州金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江苏维尔利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包括下属子公司常州维尔利德华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宁德尔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汉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南京都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包括下属子公司南京都乐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广西武鸣维尔利能源环保有限公司等26家公司。与上年相比，本年因非同一
控制下购买子公司增加广西武鸣维尔利能源环保有限公司1家公司，因新开发项目而新设子公
司东阳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及常州维尔利德华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本年度
共增加二级子公司1家，增加三级子公司3家，本年度未减少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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