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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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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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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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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084,204.89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730,828,610.24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727,744,405.35 元。公司董事会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拟定 2019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利润分配方案尚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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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龙电业 60076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凤娟 刘攀 

办公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葛化街化工路31号 武汉市洪山区葛化街化工

路31号 

电话 027-87602482 027-87602482 

电子信箱 pxldy@public.wh.hb.cn pxldy@public.wh.hb.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1、供水业务 



公司通过实施供水厂改扩建工程，全面升级运行设备和生产工艺，已经建立了现代化水厂运

营管理体系。公司供水业务以长江为主要水源，按照自来水常规处理工艺对原水进行处理，将符

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自来水通过输配水管网输送到终端用户。供水区域集中在周边产业园区，主要

客户为园区内大型工业企业，园区企业落户速度和已有客户用水量是影响公司供水业务发展的主

要因素。受益于相对较短的供水半径，公司供水综合成本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增强了公司区域

市场竞争力。 

2、建筑业务 

公司建筑业务受到资质、技术、资金等因素影响，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因此，公司结合自

身特点和行业状况，制定了“扬长避短、稳中有进”的经营方针，充分发挥熟悉所处片区的自身

优势，做深做实区域市场，同时进一步开拓区域外市场，走出特色化发展道路。 

（二）行业情况说明 

供水作为政府特许经营行业，具有一定的区域垄断性。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加速推进，资

源性行业准入门槛不断提高，行业发展前景稳中向好。一方面，随着水资源紧缺、水资源费逐年

提升，自来水处理成本日益增高，同时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以及制造业的不断发展，自来水需

求量逐年增加。另一方面，用水价格定价机制加速改革，水价调整通道逐渐打开，预计用水价格

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建筑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是拉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

重要力量。目前，随着国内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动能转换，大规模投资建设增速放缓，行业标准

同步提高，行业整体逐步由粗放式发展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模式。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39,787,242.40 142,721,143.87 -2.06 141,207,780.80 

营业收入 23,174,362.93 37,323,423.81 -37.91 58,387,44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84,204.89 5,092,467.93 -39.44 5,117,13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752,057.96 914,334.51 91.62 -1,052,62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5,601,806.86 51,722,434.75 7.50 48,323,018.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99,902.06 4,389,749.49 -141.00 -2,156,969.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8 0.014 -42.86 0.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8 0.014 -42.86 0.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71 10.18 减少4.47个百分点 11.0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466,238.11 7,164,384.33 6,880,038.55 3,663,70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74,457.02 985,649.64 1,395,940.78 -171,84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806,701.43 978,706.45 942,083.09 -975,433.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785,652.21 -2,389,967.59 3,028,530.79 6,347,186.9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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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35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568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武汉葛化集团有限公司                                                                                                               0 75,291,177 20.08 0 无 0 国有法人 

武汉华原能源物资开发

公司                                                                                                           

0 23,913,080 6.38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7,511,488 6,241,734 1.66 0 无 0 国有法人 

成臻                                                                                                                               -700,600 4,900,000 1.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代玉萍                                                                                                                             0 4,040,000 1.0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月红                                                                                                                             4,662 3,570,000 0.9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付安                                                                                                                             472,416 2,263,806 0.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雷立军                                                                                                                             2,121,778 2,121,778 0.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计红姣                                                                                                                             1,980,000 1,980,000 0.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奇伟                                                                                                                             69,923 1,750,000 0.4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在本公司知情范围内相互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无<<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3,978.72 万元， 净资产 5,560.18 万元，2019 年度经

营收入 2,317.44 万元，其中供水业务收入 1,410.40 万元，比上年增加 52.95%，建筑安装业务收入



863.85 万元，比上年减少 68.87%。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净利润 308.42 万元，比上年减少 39.46%。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且主营业务经营不存在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 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

中的权益”。本集团本年合并范围与上年相比未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