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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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胡晓华 工作原因 万志瑾 

 

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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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20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实现的净利润

784,409,025.73 元，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663,909,525.23 元；2020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295,954,318.20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特作如下分配预案： 

（一）按 2020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实现数提取 10%法定公积金，即 29,595,451.82 元； 

（二）不计提任意公积金； 

（三）提取法定公积金后，公司 2020 年实现的可供分配的利润（母公司）266,358,866.38 元,

加上年初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总额为 623,838,411.15 元，减去 2020 年已分配股利 246,489,971.26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共计为 643,707,306.27 元。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48,038,35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拾

股派现金股利 4.21 元人民币（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399,124,145.77 元，剩余 244,583,160.50 元

未分配利润结转到下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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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城水业 60046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邓勋元 桂蕾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绿茵路1289号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绿茵路1289号 

电话 0791-85234708 0791-85234708 

电子信箱 497057754@qq.com Guilei000006@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来水、污水处理、燃气能源、工程等业务为主导，在深耕主营业务市场

的同时，在积极探索环保产业其他细分领域市场，以驱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1．自来水业务 

公司拥有南昌市城市供水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区域范围涵盖南昌市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所覆

盖区域的供水以及城区水厂的制水，在南昌地区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具有较强的区域自然垄断性。

公司所属水厂主要从赣江取水，通过完备的净水工艺处理后，出厂水水质达到国家颁布的《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经城市供水管网输送并销售给终端用户。公司设立了水质监测部门，实时监测

水源、出厂水情况，保障用户用水质量；成立了管网维护中心，科学高质量保证管网巡检、抢修、

检漏的全城调度；建立了完善的水价销售体系，以确保水费及时回收。 

2．污水处理业务 

主要分为生活污水处理和工业废水处理两类，业务分布于江西省全境、浙江省、辽宁省、福

建省等地。污水处理工艺根据所在地实际情况各有不同，主流工艺有氧化沟、CASS、A²O 等。进

入运营期的污水处理业务均已取得当地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污水处理服务单价在运营期内随

物价指数变化、追加投入等协议约定条款确认，经与业务所在地政府协商后相应调整。 

3．燃气能源业务 

燃气主要包括燃气销售和燃气工程安装业务。控股子公司南昌燃气拥有南昌市主要行政区域

的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销售模式为向上游气源供应商签署常年供气合同，上游天然气经管道线

传输至门站接收，调压、计量、过滤后输送至南昌市城区或工商业用户所在地燃气调压站；再经

各级管网分支，经入户前调压计量，输送至终端用户。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持有燃气经营许可

证，主要产品为压缩天然气（CNG）和液化天然气（LNG），均作为车用燃料供应给南昌市辖区内

的公交车、出租车等。 

4．工程及其他业务 

主要包括水厂、污水厂和给排水管网等工程施工建设，全资孙公司工程公司已取得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在资质许可范围内开展工程类业务。其他业务还包含二次供水管道设

备安装，给排水设备制造、销售及安装等。 

（二）行业情况说明 

2021 年在生态文明建设和节水政策等因素影响下，污水处理及环境治理等领域仍将是行业未

来重点发展方向；随着相继出台《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排污许可管

理条例（草案）》《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园区）污水处理环境管理的通知》《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

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政策，进一步加强对水务环保的监管，促使水治理

市场化不断提升，推动水务环保产业总体规模的扩大。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再次明确“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并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类似长江大保护、黄河大保护、南水北调

等水务基建类的项目需求仍然很大，国资将会主导这类项目的投资。预计 2021 年，我国水务行业

在水务市场较大的增量潜力之下，城市和县城的供水量和污水处理量将持续增长，整体营收规模

保持增长，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十四五”期间天然气行业发展面临一系列机遇，国家实施清洁低碳发展战略和严格的生态

环境保护政策，用不到 10 年时间使碳排放达峰，再经 30 年实现碳中和，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

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天然气发电投资成本低、运行灵活，其在能源转型中的桥梁作用和在电源中

的支撑作用长期内不会改变，从而推动天然气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

干事项的意见（试行）》《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的制定、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公司挂

牌成立，《中央定价目录》取消了天然气门站定价，天然气行业迎来“主体多元、统一开放、充分

竞争、有效监管”新时代。 

“十四五”时期，将是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持续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窗口期，以及实现碳中和宏伟目标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奠基期。“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作为政府工作重点任务之一， 节能环保产业作为兼具带动经济增长和应对环境问题双

重属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十四五”时期支撑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动能，产业规

模将进一步扩大，也将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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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6,497,965,601.41 11,829,409,625.47 39.47 9,986,382,242.90 

营业收入 6,601,164,525.80 5,380,989,963.80 22.68 4,377,751,056.2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63,909,525.23 488,736,023.01 35.84 336,006,633.6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15,133,357.40 463,556,825.48 32.70 324,894,456.9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434,398,615.39 4,750,230,007.74 14.40 3,528,959,295.14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72,145,632.36 1,201,537,888.78 14.20 1,122,157,808.8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70 0.61 14.75 0.4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9 0.61 13.11 0.4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3.45 12.98 增加0.47个百

分点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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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917,127.16 1,441,269,336.22 1,830,964,348.86 1,994,013,71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58,584,655.97 167,553,673.48 194,795,797.03 142,975,39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35,164,132.34 165,325,348.15 186,933,774.89 127,710,102.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134,196.23 439,877,644.02 472,589,205.88 488,812,97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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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3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07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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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8,959,551 29.4249 31,583,745 质押 122,303,745 国有法人 

南昌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6,279,863 8.0461   未知   其他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68,341,014 7.2087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50,105,336 5.2852   未知   国有法人 

南昌市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9,473,385 4.1637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水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南昌市水富君成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511,945 3.2184   未知   其他 

南昌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12,175,827 1.2843   无   国有法人 

李龙萍 -28,440,000 11,033,384 1.1638   质押 11,033,384 境内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富通改革驱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668,854 5,668,854 0.5980   未知   其他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3,315,682 5,374,296 0.5669   未知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2）南昌市政公用投

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市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南昌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为南昌市政公用投

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3）前十大股东（除上述以外）

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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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

额 
利率 

还本付息

方式 

交易场

所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洪城

转债 

110077 2020-11-20 2026-11-19 180,000   按年付息、

到期一次

还本。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东方金诚给予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给予发行的可转债信用评级为

AA+级，详见公司 2020 年 11 月 18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信用评级报告》，东方金诚将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63.66 56.28 7.3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25 0.37 -32.51 

利息保障倍数 5.62 5.24 7.2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供排水业务及涉水工程营业收入 463,126.01 万元，同比增长 39.17%；燃气销

售及安装工程营业收入 189,402.39万元，同比下降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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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具体影响情况详见第十一节、五、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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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一级子公司共计二十二家，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

的变更”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