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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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荣强

董事

出差

范朝

董岩

董事

出差

李国壁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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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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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03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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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河环保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13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少军

孟利利

办公地址

石家庄市湘江道 251 号

石家庄市湘江道 251 号

传真

0311-85329383

0311-85329383

电话

0311-85323900

0311-85323900

电子信箱

xhhbzq@sailhero.com.cn

xhhbzq@sailhero.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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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正式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
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把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写入宪法。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
新组建生态环境部，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同时，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增强
执法的统一性、独立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国家和地方陆续出台更为严格的环保政策和排放标准，加之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强化督查等工作的开展，成为推动地方和企业的改造动力，也对环保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为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的重要
力量。
公司作为国内高端环境监测仪器仪表领军企业，已发展成为集环境监测、治理、服务为一体的集团化公司，业务涵盖生
态环境监测装备、运维服务、社会化检测、环境大数据分析及决策支持服务、VOCs治理、农村分散污水治理等领域。报告
期内，受益于环保政策力度加大，环境监测市场放量，公司积极发挥产品优势和市场优势，加大市场开拓力度，订单持续增
长，推动了业绩的提升。
（一）所处行业的发展趋势
1、2018年环境质量监测持续升温，一方面，国家高度重视空气环境监测与治理工作，针对各类大气污染源及空气颗粒
物，持续加严相关政策，提高排放治理标准，细化监测部署方案，完善环境监测体系，各级监测站对空气站的需求比较旺盛。
《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要求，优化调整扩展国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加强区县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建设，
2020年底前，东部、中部区县和西部大气污染严重城市的区县实现监测站点全覆盖，并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实现数据直联。
国家级新区、高新区、重点工业园区及港口设置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在国家生态环境部开展城市空气质量排名的考核排
名压力下，部分省市开始将空气质量考核排名下沉到对乡镇空气质量考核，进而开始建设乡镇站空气监测项目；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水质监测近年来发展迅速，特别是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长江，提出“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为水质监测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以污水处理或者河道治理为代表的传
统“末端治理”模式正在向“全流域治理”推进，全流域一体化生态单元的运营，在水域生态在线监测、水污染应急预警方面形
成了巨大的市场。水质监测体系正在向更广泛的覆盖面、更系统性的布局发展，水质监测体系逐步清晰和完善。国家环境监
测总站耗资16.8亿元用于水质监测站的建设和运维，这标志着水质监测站市场已经进入了快速释放期。
2018年，对大气成分分析设备需求正在逐渐显现，监测指标向组分监测、前体物监测等倾斜，力求说清污染物来源、成
因与形成机理。受益于中国监测总站主导的组份网建设，各地市的需求也逐渐显现。
在智慧环境领域，政府需求持续增加，网格化监测及微型站市场需求旺盛。环境监测要素从大气扩展到水质，监测领域
不断扩大，监测网络从传统的“三废”监测发展为覆盖全国各省区、涵盖多领域多要素的综合性监测网。
2、VOCs治理管理框架体系基本建立并继续完善。2018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确定以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区域为重点，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组织实施VOCs专项整治，着力补
齐VOCs污染防治短板。抓紧制订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VOCs排放重点行业和油品储运销环节综合整治方案，
编制VOCs治理技术指南，指导地方有效开展相关工作，并提出重点区域VOCs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等要求。监
管制度方面，《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2018年正式实施，《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草案》、新版《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
类管理名录》已经开始公开征求意见，以“按证排污、持证排污”为原则的这一基础性污染源管理制度框架基本确立。2020
年前VOCs重点排放行业将推行排污权许可证制度，VOCs排放企业将建立VOCs自行监测、台账记录和定期报告的体系《2018
年重点地区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方案》和《关于加强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工作的通知》从建立统一的监
测体系和VOCs治理效果评估机制的角度，促使VOCs污染控制行业实现闭环管理，以建立完善的管理框架。
VOCs的排放所涉及的行业众多，量大面广。2018年度多个省市区根据相应的VOCs综合治理规划和相关的整治方案，公
布了涉VOCs排污企业治理名单，VOCs治理行业已经成为当前阶段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之一，也促进VOCs治理产业有
了较快发展。伴随着我国大气污染管理体系的逐渐完善，预计VOCs治理工作将逐步走入精细化、持续化、规范化的轨道，
通过加强源头替代、过程控制和无组织排放控制、末端治理等，实现VOCs减排。
3、农村污水治理政策密集落地激发巨大市场。2018年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
确，将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紧随其后，中办、国办联
合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进一步提出，积极推广低成本、低能耗、易维护、高效率的污水处理技术，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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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生态处理工艺。加强生活污水源头减量和尾水回收利用。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纳入河长制、湖长制管理。2018年5月举行
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再次提及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推进乡村环境综合整治，同时国
家对农村的投入要向这方面倾斜。地方层面，农村污水治理步伐也在加快，多省份相继出台一系列推进村镇污水治理的政策。
国家及地方层面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也推动着村镇污水领域市场加速释放。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的2019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坚守阵地、巩固成
果，聚焦做好打赢蓝天保卫战等工作，加大工作和投入力度，同时要统筹兼顾，避免处置措施简单粗暴。而且新一轮中央环
保督察将于2019年全面启动。环保高压态势没有改变，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攻坚部队，环保产业面临的任务依然繁重，环
保产业市场仍将继续保持旺盛态势。
（二）竞争格局
公司可以提供生态环境全产业链综合服务，为政府提供环境监测、咨询服务、治理为一体的全方位、一站式环境改善方
案，具有全产业链服务优势，在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中在常规空气监测市场，公司仍继续保持较高市场份额；在网
格化监测市场及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咨询服务市场，公司拥有着齐全的产品线和完善的质控体系，拥有着专业的专家团队，结
合网格化的数据应用，均占据市场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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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营业收入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1,374,100,144.47

1,042,537,654.56

31.80%

789,543,36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9,434,109.03

188,169,290.74

37.87%

105,311,97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1,199,300.11

177,269,049.66

41.71%

93,534,860.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263,419.47

191,412,255.55

-137.75%

151,805,528.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34

38.24%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34

38.24%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8%

12.19%

2.79%

7.36%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470,571,877.87

2,120,996,274.54

16.48%

1,785,402,74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08,237,876.38

1,602,362,562.90

12.85%

1,449,615,380.5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31,657,811.84

311,026,645.91

277,867,482.44

553,548,20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399,660.05

56,791,748.80

71,045,712.13

112,196,98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059,517.15

57,487,604.76

70,777,451.43

104,874,726.77

-171,298,567.30

-180,492,149.94

-23,017,692.38

302,544,990.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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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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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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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63,221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58,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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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国

境内自然人

14.86%

81,898,409

范朝

境内自然人

1.67%

9,214,667

6,911,000

陈荣强

境内自然人

1.58%

8,730,806

6,548,104 质押

段桂山

境内自然人

1.36%

7,480,688

梁常清

境内自然人

1.00%

5,520,000

3,840,000

中国工商银行－嘉实策略增
其他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87%

4,800,000

0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6%

3,616,0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 其他
投资基金

0.63%

3,470,691

0

王拴红

0.53%

2,914,240

0

0.50%

2,773,220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企业变革股票型证券 其他
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62,703,266 质押

数量
45,599,999

1,649,278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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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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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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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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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在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的领导下，通过管理团队及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继续提高经营质量，积极拓展市场，认真
贯彻落实年度经营计划，公司圆满达成年度既定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74,100,144.47元，较上年同期增
31.80%；实现营业利润310,196,559.1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9,434,109.03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37.87%。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达到2,470,571,877.87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808,237,876.38元，
分别较上年期末增长16.48%、 12.85%。
（一）市场布局取得新突破
1、公司在持续巩固河北、山东、河南等市场的基础上，安徽、江西、江苏、东北、西北市场取得重大突破。其中大气
网格化加管理咨询服务业务拓展到17个省100多个市县，通过提供全要素的实时监测、监测监管、查询统计、研判分析、决
策支持、督查调度、量化考核等功能，为政府精准治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特别是在安徽阜阳、江西赣州等地，应用效
果显著，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充分肯定。
2、水质在线监测先后中标国家地表水站项目，四川自贡水环境监控系统、以及重庆水站、新疆水站等项目，为水质监
测市场的开拓提供了支撑。其中自贡开启了首个水环境大数据加管理咨询项目，为打造涵盖全要素的生态环境物联网迈出坚
实步伐。
（二）战略布局逐步落地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设立子公司进入农村分散污水治理和黑臭水体治理领域，先后中标贵州安顺、湖北监利项目；推出
了VOCs在线监测设备，积极推进河南清丰县第三方废气治理项目，顺利通过了山东时风集团、邯郸银隆废气治理重点项目
整体验收工作；美国子公司完成合并后，具备独立拓展全球市场能力，同时完成了公司优势产品输出，并在美国开展测试，
为后续拓展国际市场打下良好基础。
（三）技术和产品创新成果丰硕
1、公司持续加大自主产品创新力度，依靠创新带动企业经营质量稳步提高。报告期内，公司研发出新标准臭氧分析仪
和PM1监测仪；水环境智能监控系统以及系列化全新一代水质监测设备，为公司下一步抓住“河（湖）长制”实施、抢占下一
阶段水质市场打下坚实基础；推出的无人机移动监测、颗粒物源解析车、大气VOCs解析监测车、机动车排气固定式垂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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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监测系统等，进一步丰富了公司产品线，为业务拓展提供了支撑。公司积极延伸管理咨询服务，创新开发了源清单系统，
在洛阳率先应用并乘势切入江西赣州，为全面拓展市场打下基础。
2、科研项目成果丰硕。2018年，公司完成5项科研项目验收，完成28项企业标准备案。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含子公司）
拥有专利90项，软件著作权112项。公司承建的“环境监测仪器系统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顺利通过验收，项目建设
内容包括：建成水环境、大气环境为主的环境监测技术与仪器研发试验基地及中试和工程实验技术平台，大气传感网络监测
仪试验与校准中心，生态环境物联网与大数据应用中心。通过攻克及引进领域前沿技术，研制了多款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监
测类产品，并实现产业化，同时形成了大量的知识产权，完成实验室建设的既定目标。2019年1月，公司院士工作站成功获
批，成为2019年度河北省首批院士工作站建站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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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监测系统

979,273,744.11

479,209,402.94

48.94%

31.75%

33.53%

0.65%

运营及咨询服务

215,821,711.58

121,564,264.60

56.33%

15.80%

3.96%

-6.41%

其他

176,778,656.87

89,682,705.34

50.73%

60.24%

53.68%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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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益于环保政策力度加大，环境监测市场放量，公司积极发挥产品优势和市场优势，加大市场开拓力度，订
单持续增长，推动了业绩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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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影响的合并报
表项目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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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
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
知要求编制 2018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并对可比期
间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董事会决议

详见 “其他说明”

其他说明：
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1)对可比期间财务状况的影响
自2018年1月1日起，公司按照财会【2018】15号文附件1对本期财务报表进行编制，并对2017年度的可比同期报表进行
了追溯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对可比期间财务报表科目的影响
项目

变更前

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291,037,482.2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200,000.00

-200,000.00

应收账款

290,837,482.22

-290,837,482.22

97,403,408.00

其他应收款

变更后
291,037,482.22

97,403,408.0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项目
固定资产

变更前

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变更后

247,286,844.71

247,286,844.71

3,722,428.60

3,722,428.60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179,190,895.4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36,657,890.79

-36,657,890.79

应付账款

142,533,004.63

-142,533,004.63

其他应付款

19,081,069.48

179,190,895.42

19,081,069.48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管理费用

165,026,230.84

研发费用

-48,867,892.00

116,158,338.84

48,867,892.00

48,867,8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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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2月26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河北智旅投资有限公司、河北鹏瑜环保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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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袁安明共同投资设立河北先河正合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17,000万元，其中公司认缴10,600万元，河北智
旅投资有限公司认缴4,000万元、河北鹏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认缴1,800万元、袁安明认缴600万元；2018年4月2日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河北先河正合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投资者，其中石家庄荣驰环境治理
中心（有限合伙）以货币增资1,400万，重庆全来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货币增资1,600万,增资完成后，正合环境注册资本
变为人民币2亿元，公司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53%。截止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实际缴纳出资4,000万元，其他股东均未实
际出资。本公司拥有对其实质控制权，故在2018年度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2018年4月2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河北先河正合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
35,000,000.00元收购了重庆全来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重庆渝凡实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形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双方于2018年4月2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18年4月18日办妥股权变更手续，股权转让款于2018年12月27支付完毕。
2018年度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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