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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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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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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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45,154,70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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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环装备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启源装备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14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齐岳

顾蓉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42 号节能大
厦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 98 号

传真

010-62247869

029-86531333

电话

010-62247869

029-86531386

电子信箱

qiyue@cepec.cn

gurong@cepec.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顺利实施完毕，中节能六合天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主业由电工装备的研发、制造及销售转型为高端节能环保装备、电工专用装备、大气综合治理及环境
监测与智慧环境（大数据）服务及其他高新技术产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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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营业务范围为：大气污染防治工程建造及运营管理业务、环境能效信息监测设备、系统集成及运营服务类以
及电工装备等业务，已经形成涵盖方案设计、技术咨询、设备研发制造及集成、销售、工程建设、运营服务等环节的完整业
务链条。
1、大气污染防治工程建造及运营管理业务
公司的工程建造业务包括烟气治理工程（主要为脱硫脱硝工程）及运营、清洁能源替代升级改造工程及运营，已经形
成涵盖方案设计、技术咨询、设备销售及集成、工程建设、运营服务等完整业务链条，覆盖了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大部分业
务。
业务模式包括工程总承包和专业分包两种模式。在工程总承包模式（即“EPC模式”）中，业主经过公开招标、邀请招
标或议标等方式确定公司中标后签订总承包合同，服务范围包括工程勘察及设计、设备采购及制造、工程施工及管理、调试
及竣工验收等环节，公司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进度及成本造价等进行全面负责。专业分包模式指公司专项针对工程某
部分进行服务，并承担该部分服务的相关责任。
公司的运营管理业务包括特许经营模式和运营服务模式。
目前，公司的特许经营模式主要为烟气治理业务，即火电厂将国家出台的脱硫脱硝电价、与脱硫脱硝相关的优惠政策
等形成的收益权以合同形式特许给专业脱硫脱硝公司，由专业脱硫脱硝公司承担脱硫脱硝装置的投资、建设、运行、维护及
日常管理，并按照合同约定完成脱硫脱硝任务，承担相应脱硫脱硝责任。特许经营期原则上与脱硫脱硝项目对应的发电设施
运行期限相同，亦可根据脱硫脱硝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该模式下，脱硫脱硝设施一般需由专业脱硫脱硝公司自行投资
或买断经营，特许经营期满后整体无偿移交火电厂，因此对专业脱硫脱硝公司的资本实力、专业技术及人员都有较高要求。
公司的脱硫脱硝运营项目均由下属项目经理部负责运营，一般通过特许经营合同中对电厂、钢厂和公司的脱硫脱硝权利及义
务进行明确约定。在特许经营期内，公司负责电厂、钢厂脱硫脱硝设施的具体运营和维护，并确保电厂发电机组、钢厂烧结
机、球团的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的日常排放达标，并与电厂、钢厂按照实际上网电量或合同约定方式收取脱硫脱硝收入。
运营服务是指在完成工程验收基础上，公司按照业主要求在一定的运营期内为其提供工程设施的管理、运营和维护服
务。
2、环境能效信息监测设备、系统集成及运营服务业务
环境监测业务包括气、水、重金属在内的各类监测系统、环境监控平台、应急监测和预警系统、污染源排放过程工况
监控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运营服务等，同时，在能效监控领域开发工业企业能源管理系统，实现对工矿企业基础能源
管理、能源系统主设备运行状态的监控。
以上监测设备及系统主要实行“按订单组织生产”的模式，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进行研发，有效组织产品的生产制造，向
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运营服务业务包括特许经营模式和运营服务模式。
3、电工装备业务
包括变压器专用设备、变压器组件产品、高电压实验设备等。产品主要包括铁芯剪切设备、绕线设备、油箱设备、片
式散热器、无局部放电工频变压器、冲击电压发生器、冲击电流发生器、并联补偿电抗器、短路试验用大电流发生器等。公
司是变压器专用设备制造商中产品品种最齐全的厂家，目前国内尚无企业具备相同或相似的产品链。高电压试验检测设备主
要用于高压、特高压电网中的电力设备检验和测试。
以上产品主要实行“按订单组织生产”的模式，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协调内外部资源，有效组织
产品的生产制造，向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市场格局、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等。
1、大气污染防治工程建造及运营管理业务
大气污染防治是环保领域的重要行业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大气污染防治领域政策导向鲜
明，行业发展方向、规模等与国家的政策、法律、行业标准息息相关，产业结构调整、市场需求的释放都依赖政策的推动。
政府在整个行业中起到主导作用，不仅通过制定政策影响市场，还提供了较大的购买需求。行业营业收入来源主要是工程建
造收入，在部分领域，政府补贴也是收入来源之一。
该行业主要分为脱硫、脱硝、除尘、清洁能源替代升级改造等板块，但目前火电厂、钢厂等脱硫脱硝业务基本改造完
成，市场增量也伴随经济趋势逐渐减少，市场急剧萎缩，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进入了行业的衰退期。目前，因2014年9月下
发的关于《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以下简称《煤电节能减排行动计划》）的通知再次提高
排放标准，带来新的改造市场容量。该政策规定2020年前力争改造机组容量1.5 亿千瓦（脱硫、脱硝、除尘），这是2013年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之后的额外增量。目前，VOCs已成为SO2、NOX以外又一个重要的大气污染控制指标，是十三
五期间环境治理的重点领域。VOCs治理的市场将是未来几年环保企业竞争的主战场之一，VOCs监测、检测、治理、运营及
后端产业链市场将开启新的大气污染治理市场。VOCs市场在国内环保发展阶段属于新兴领域，前期标准与政策推进力度滞
后，技术整合能力滞后，因此国内并未诞生VOCs专项领域的行业龙头，诸多环保巨头公司也仅是小幅试水，但2015年10月1
日起，VOCs排放收费标准正式实施，排放收费标准高于治理成本，倒逼企业加大减排治理力度。随着“煤改气”、“煤改电”、
“余热暖民”的政策落实，通过改造烟气设备，改进能源结构，以清洁能源替代传统燃煤，工业余废热利用，从烟气排放源头
治理大气污染，逐渐成为行业中的新模式。
子公司六合天融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占据突出的市场地位。在火电厂烟气治理方面，六合天融是国家工信部和发改委
批准的第一批脱硫运营试点工程的十二家成员之一，拥有自主研发的镁法脱硫技术，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对
比，其烟气治理EPC工程量与特许经营工程量处于行业前列。在烧结脱硫方面，已建成和在建的烧结机面积居市场份额前列，
其中包头钢铁集团2×500m2烧结机烟气脱硫系统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烧结项目。
2、环境能效信息监测设备、系统集成及运营服务业务
环境监测行业未来发展重点包括气、水、运维、智慧环保。近年全国环境监测产业增长的主要原因来源于大气污染监
测系统。未来三年，受到国家加强环境监控的政策利好，该行业将会随着整个节能环保的蓬勃发展而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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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空气质量监测将向更广泛的区域监测发展；污染源监测将向燃煤锅炉、超低排放监测发展；VOC治理与监测已被纳
入“十三五”规划，政策推动下潜在需求即将爆发。
②水十条将推动水质监测细分领域发展。
③在国家大力推动第三方运营维护服务的背景下，环境监测设备厂商正在由单纯的设备提供者向环境监测系统及运营
维护转型。
④智慧环保发展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提高原始数据资源使用效率，为差异化收费提供数据基础，强化环境应急与预警
监测等；智慧环保的商业模式日渐清晰，有望得到全面发展。
在环境能效监控与大数据服务方面，六合天融的产品已覆盖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累计销售产品近5,000台（套），
为1,500余家客户提供运营服务。目前，其下属子公司中科天融承接了国家科技部“大气细颗粒物化学成分在线监测仪器研制
与应用示范”重大科学仪器专项研究，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将大力推进我国对PM2.5的监测能力，进而提高PM2.5的治理水平。
中科天融通过技术优势抢先占领市场，并逐步扩大市场份额。
3、电工装备业务
变压器装备及组件制造业步入了稳定发展的成熟阶段，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发展较为平稳，企业的创新能力、成本控
制及服务质量对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至关重要，国际市场未来发展前景良好，市场空间依然广阔。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
全会的引领下，中央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也将对能源和电力工业创新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输变电产业的发展将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进入改革之年，电力市场化加速，电力需求将温和增长；另一方面，把高铁、核电和大型成套设备
作为出口的重点业务领域，变压器行业趋势一是向特高压方向发展；二是向智能化、节能化、小型化方向发展。同时，以智
能制造为核心的工业4.0的趋势与背景下，产业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制造2025”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强化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纲领，中国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迎来重大机遇。公司从事电工专用设备及组件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服务，
产业链完整，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规模最大、技术实力最强的变压器专用设备和服务商。作为变压器装备制造业的龙
头，多项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主导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60%以上。
高压电力测试行业技术含量高、资质管理严格，具有较高的行业壁垒，该行业细分程度较高，行业集中度低，具有知
识密集、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等特点，正处于行业成长期，近年来呈现“智能化、集成化”的发展趋势。根据国家“十三五”
规划，特高压输电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特高压电网建设的全面开展为高压试验设备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增量。“一带一
路”战略对电力设备出口的强劲推动力，电网设备厂商尤其是特高压细分板块将因此受益。子公司启源雷宇经过多年自主研
发及创新、营销及服务的积累，在技术水平、销售规模、品牌知名度、产品线齐全等方面已处于行业发展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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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营业收入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1,315,765,899.97

1,193,010,727.47

10.29%

1,531,197,21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172,903.80

82,599,057.06

9.17%

54,007,68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996,233.36

4,396,502.85

673.26%

5,559,743.54

-239,207,880.30

146,599,482.34

-263.17%

-196,160,646.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13

0.2393

9.19%

0.15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13

0.2393

9.19%

0.15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5%

7.28%

0.17%

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3,185,724,536.78

3,053,667,165.75

4.32%

2,729,940,65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50,005,127.70

1,171,710,104.37

6.68%

1,099,734,885.3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65,039,772.92

216,104,701.65

333,340,575.43

601,280,849.97

-3,172,695.23

11,085,264.77

30,047,370.69

52,212,9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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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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35,820.70

1,021,999.59

-2,529,068.35

40,039,122.82

-104,459,280.38

-24,641,462.13

-12,682,854.86

-97,424,2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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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分季度财务指标与公司已披露定期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公司2016年度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
购买中节能六合天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司新增发行股份 101,154,706 股，总股本变更为345,154,706股。六合
天融于2016年10月31日纳入合并范围。公司按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对 2016 年度可比期间的合并报表数据进
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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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21,885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21,477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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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中国新时代国
国有法人
际工程公司

21.10%

72,840,000

中国节能环保
国有法人
集团公司

12.50%

43,140,123

43,140,123

六合环能投资 境内非国有
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

7.85%

27,096,459

27,096,459 质押

中交西安筑路 境内非国有
机械有限公司 法人

6.53%

22,535,000

北京天融环保 境内非国有
设备中心
法人

3.85%

13,272,690

13,272,690

中科坤健（北
境内非国有
京）科技有限公
法人
司

3.69%

12,721,551

12,721,551 质押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家
公司

3.01%

10,387,600

中机国际(西
安)技术发展有 国有法人
限公司

2.57%

8,880,000

新余天融兴投
资管理中心（有 其他
限合伙）

1.43%

4,923,883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核心成 其他
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7%

3,700,000

数量

27,090,000

12,721,551

4,923,88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上述股东中，中国新时代国际工程公司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机国际（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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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说明

安）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为中国新时代国际工程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天融环保设备中心和中
科坤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前述关系外，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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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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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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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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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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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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发展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公司在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带领下，在全体员工的
共同努力下，继续围绕公司战略，不断提高主业的发展体量与质量，助力于子公司的发展提速，坚定不移推进公司业务转型
和结构调整，重大资产重组获得证监会核准并顺利实施，全资子公司六合天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公司主业由电工装备的研
发、制造及销售转型为高端节能环保装备、电工专用装备、大气综合治理及环境监测与智慧环境（大数据）服务及其他高新
技术产品与服务。公司业务范围增大，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显著提升，降低了公司单一主业的运营风险，提升了上市公司整
体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15,765,899.97 元，同比增长 10.29%；营业利润 101,849,263.07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57%；利润总额 122,629,435.61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5.57%;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90,172,903.80 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9.17%。大气治理、环境能效监测与大数据、装备制造业务在公司收入中分别占比 54%、23%、19%。
子公司六合天融主营业务为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服务，包括烟气治理工程及运营、清洁能源替代升级改造工程及运营、环境能
效信息监测设备及系统集成、大数据应用等，已形成涵盖方案设计、技术咨询、设备销售及集成、工程建设、运营服务等完
整产业链。在火电厂烟气治理、烧结脱硫、环境能效监控与大数据方面处于行业前列。六合天融在紧抓传统脱硫脱硝业务的
同时，近两年在区域能源、环境能效监控与大数据等业务领域取得较快发展，业务比重逐渐提升，利润贡献不断增加。大气
治理领域开展超净排放业务、VOCs 治理业务实现零的突破；脱硝催化剂业务稳中有升，利润较上年有所增加；环境监测业
务进军水质监测领域并开展“第三方质控”业务，由单一的研发及服务升级为客户提供总体解决方案；智慧环境业务持续推进。
在业务稳步发展的同时，六合天融积极创新与探索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央企、上市公司的平台优势，聚合资源、协同发展，
参与组建“节能环保装备联盟”；在区域能源业务上，充分利用金融服务拓展业务，立足当地市场并形成区域业务辐射。六合
天融全年利润实现明显增长。公司电工装备及高电压试验设备业务发展呈现稳中向好的趋势。公司变压器装备业务保持稳定
发展，国际业务深挖重点市场，东南亚区域优势进一步加强，国际业务较上年同比大幅增长；子公司江苏启源雷宇电气科技
有限公司凭借技术及市场资源优势，新签合同、利润均实现明显增长。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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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大气污染减排

711,761,096.17

68,994,669.78

21.23%

16.71%

62.61%

1.33%

环境能效监控与
大数据服务

300,216,361.91

43,341,490.32

43.50%

17.52%

2.30%

9.63%

装备制造业务版
块

248,752,577.58

-12,768,036.24

33.46%

1.54%

-234.72%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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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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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6 年度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全资子公司六合天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公司从主业电工装备的研发、制造及
销售转型为高端节能环保装备、电工专用装备、大气综合治理及环境监测与智慧环境（大数据）服务及其他高新技术产品与
服务。公司业务范围增大，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显著提升。因公司根据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准则对 2015 年度可比期间的
合并报表数据进行了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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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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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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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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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启源机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节能环保
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362 号），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42331167A），六合天融已就本次交易资产过户事宜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六合天融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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