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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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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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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江环保 股票代码 SZ002672 、HK0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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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泽华 万川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 9 号东江

环保大楼 10 楼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 9 号东江

环保大楼 10 楼 

电话 
投资者关系热线：0755-88242612 

证券事务热线：0755-88242613   

投资者关系热线：0755-88242612 

证券事务热线：0755-88242613                              

电子信箱 ir@dongjiang.com.cn ir@dongjia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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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56,202,523.23 1,479,030,093.03 1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1,617,181.76 160,541,955.22 -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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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08,607,651.85 151,298,829.95 -28.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5,689,069.51 399,075,201.87 -66.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8 -27.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8 -2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3% 3.63% -1.2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892,803,611.92 10,424,153,481.19 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52,082,214.05 4,539,562,929.93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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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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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22.76% 200,095,962    

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89% 166,068,501  质押 81,817,116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0% 50,087,669    

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2% 33,597,766    

张维仰 境内自然人 3.03% 26,613,003    

江苏汇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6% 25,995,038    

邓佑衔 境内自然人 1.95% 17,171,640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 13,701,036    

樊崇娇 境内自然人 0.82% 7,239,09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3% 3,819,8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 

2、江苏汇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 5%以上股东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全

资子公司。 

3、HKSCC NOMINEES LIMITED 所持股份为其代理的在 HKSCC NOMINEES LIMITED

交易平台上交易的本公司 H 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和。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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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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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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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东江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 

20 东江
MTN001 

102000972 2020 年 05 月 12 日 2023 年 05 月 12 日 600,000,000 3.2%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81.65% 71.44% 10.21% 

资产负债率 49.49% 48.45% 1.04% 

速动比率 72.42% 63.97% 8.4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17,362,387.19 148,452,510.98 -20.9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0.92% 13.72% -2.80% 

利息保障倍数 2.74 2.89 -5.19%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87 4.34 -56.91%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28 5.46 15.02%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未发生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其他详细事项详见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谭侃  

2021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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