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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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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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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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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17,518,73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4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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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控发展 股票代码 0030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毅 刘彩苗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德和社区居

民委员会新城区观绿路 4 号恒实置业广场

1 号楼 20 层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德和社区居

民委员会新城区观绿路 4 号恒实置业广场

1 号楼 20 层 

电话 0757-22317888 0757-22317888 

电子信箱 shunkongfazhan@sina.com shunkongfazha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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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经营模式 

公司主营业务为自来水制售业务和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同时公司围绕自来水制售业务提供配套的供排水管网工程服务。 

1）自来水制售业务 

拥有供水服务全产业链，包括取水、制水、输水到终端，并拥有顺德区供水特许经营权，在供水领域已积累丰富的行业

经验及资源，供应范围基本覆盖顺德区全境。 

公司供水特许经营区域范围为佛山市顺德区辖区内所有镇街，特许经营期限为30年，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45年12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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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公司在特许经营期限及经营区域范围内，拥  有设计、融资、建设、运营、维护供水工程和向用水户提供服务并收取

费用的权利，特许经营期满后，公司可报请顺德区人民政府延长特许经营期限，在同等条件下，顺德区人民政府优先授予本

公司特许经营权。 

2）垃圾焚烧发电业务 

公司垃圾焚烧发电业务系依据子公司顺控环投与顺德区环运局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以BOT模式开展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该项目系顺德区重要民生工程，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及经济效益。 

根据特许经营合同，顺控环投负责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特许经营期限为30年，在特许经营期限内

开展顺德区生活垃圾无害化焚烧处理服务和污泥处理服务，并根据合同的约定取得垃圾处理服务费和污泥处理服务费，且利

用垃圾焚烧产生的余热发电及蒸汽销售所产生的收益归顺控环投所有，特许经营期限届满，向顺德区环运局或顺德区政府指

定的接收人移交本项目。同时，公司须确保移交日本项目设施处于正常、有效运行状态。 

 2、公司的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目前的业绩主要来源于自来水制售业务及垃圾焚烧发电业务。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自来水制售业务收

入略有下降，但在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公司通过充分利用疫情期间的各项优惠政策、紧抓成本费用控制以及提高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的效能等一系统列措施，克服了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整体经营业绩稳中有升。  

（二）行业格局和趋势。 

 1、供水行业的现状和趋势 

水资源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一直以来，供水行业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之一，随着我

国城市化进一步推进，居民、工商企事业单位等社会主体的用水需求日益增加，对用水质量亦提出更高要求。我国供水行业

发展趋势稳定，市场需求总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有向市场化转型的趋势，长期以来，我国供水企业多为地方政府投资的国

有企业，但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供水行业原有的政府垄断壁垒已经逐渐被打破，一系列的政策明确鼓励具备条件的市

政公用事业项目可以引入社会资本，采取市场化经营方式。而越来越多社会资本的参与，亦为供水行业的发展与创新持续注

入活力，同时供水价格机制也有市场化的苗头。以往，我国水价按照政府指导价进行调整，价格弹性较低，整体处于较低的

水平。由于供水价格的限制，供水行业盈利普遍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发展。但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逐步出台政策，

促进供水行业定价机制的市场化，明确要完善城镇供水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充分反映供水成本、激励提升供水质量的价格形

成和动态调整机制，逐步将居民用水价格调整至不低于成本水平，适时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非居民用水价格调整至补偿

成本并合理盈利水平，并进一步拉大特种用水与非居民用水的价差。未来，随着水价政策进一步完善及落实，供水行业的定

价机制将更趋向市场化，从而促进行业内企业优胜劣汰，提高供水企业服务社会发展和居民用水需求的意愿和能力。 

 

 2、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现状和趋势 

在我国对垃圾进行处理的诸多方式中，垃圾焚烧发电的方式已成为主流，很多城市对生活垃圾都采用集中焚烧处理的方

式，以实现垃圾的减量化和无害化，而且在焚烧垃圾的同时将其产生的热能进行发电，变废为宝，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可以说垃圾焚烧发电之所以能够在各大城市中运用，不仅因为其对于垃圾进行了无害化和减量化处理，更是因为其可持续发

展和资源再利用的环保理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随着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需求的日益增长，我国垃圾焚烧处理发展迅速，垃圾焚烧厂数量增长迅速，

垃圾发电市场规模已超千亿。且我国经济正处于稳步发展过程中，城镇化率、人均垃圾产量也处于上升通道，焚烧占比、焚

烧处置量有望逐年增加，在叠加垃圾分类及技术进步驱动下的吨上网电量也有所提升，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市场空间有望保持

正增长。近几年来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政策频频出台，国家在技术、产业、价格、财政和环保等政策层面大力支持垃圾发电产

业，发展目标明确。尽管有上网电价补贴下调趋向，但总体而言仍有利于促进和保障垃圾焚烧产业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尽管经历了“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的黄金发展期，但是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缺口仍然较大，距离国家和各地“十三五”规划的

设施建设任务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作为已经确定的生活垃圾主流处理技术，未来一段时期焚烧工艺仍将保持高速。与此同时，

随着一二线城市焚烧设施布局不断完善，市场空间相对压缩，市场逐渐下沉，转向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向经济相对落后的

地区转移。同时，随着环保标准的不断提升以及社会对环保设施的不断关注，老旧焚烧设施的提标技改或改造市场不断扩大。 

（三）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 

 公司的自来水制售业务目前处于相应行业发展的成熟期；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处于行业发展的成长期。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的自来水制售业务、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在顺德区内不存在直接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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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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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234,195,158.08 1,186,126,266.06 4.05% 846,571,09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944,049.05 235,703,368.19 13.68% 197,177,29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2,132,402.89 226,817,025.15 15.57% 164,158,665.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5,986,846.01 565,564,732.89 0.07% 306,787,015.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0 0.420 14.29% 0.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0 0.420 14.29% 0.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6% 16.76% -0.30% 17.9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4,069,505,348.55 4,316,200,757.56 -5.72% 4,169,839,37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30,446,184.82 1,525,406,307.94 13.44% 1,287,872,798.4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56,916,397.72 295,467,681.09 345,515,388.98 336,295,69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213,356.28 49,924,453.78 95,769,953.66 75,036,28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542,847.75 49,162,960.50 97,617,690.34 70,808,904.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393,050.78 166,719,423.91 178,316,947.82 157,557,4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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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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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8,14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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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广东顺德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7.88% 488,203,155 488,203,155   

佛山市顺德区

顺合公路建设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2% 6,796,845 6,796,845   

广东省科技创

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93% 27,377,521 27,377,521   

广东粤科路赢 其他 3.63% 20,172,910 20,17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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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横琴粤科鑫泰

专项壹号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3% 12,968,299 12,968,2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关联关系说明： 

1、顺控集团和顺合公路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顺德区国资局控制。 

2、粤科创投分别持有粤科路赢和粤科鑫泰 100%和 45%的股权； 

3、粤科路赢及粤科鑫泰的基金管理人均为粤科风投； 

4、广东科创、粤科风投与粤科创投均为粤科集团控制的企业。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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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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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度，新冠疫情给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均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一年里，公司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业

务开拓，深耕主业，不断提升经营效率，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努力谋求长远持续成长，广大员工团结一心、扎实进取，公司

整体业绩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3,419.52万元，同比增加4.05%；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26,213.24万元，同比增加15.57%；

自来水业务销售量35,948.58万立方米，同比减少1.15%；生活垃圾接收量105.95万吨，同比增加4.63%；污泥接收量7.96万吨，

同比增长20.41%；发电量50,903.2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15.18%；上网电量44,465.52万千瓦时，同比增长16.69%。 

（一）供水服务持续优化，完成制水消毒工艺技改提升，运用信息化技术提升服务水平。 

一直以来，公司的制水消毒工艺均采用液氯消毒的方式，虽然经稀释的液氯具有持续消毒作用，操作简便，但其亦是政

府部门重点管控的剧毒品。基于安全考虑，公司从2018年开始陆续将辖下水厂的液氯消毒工艺升级为次氯酸钠消毒。报告期

内，公司全面完成了水厂的次氯酸钠改造，有效降低了水厂的安全风险。 

此外，公司规范查漏、稽查工作，持续推进老旧管道改造工作，保障供水安全，同时完成供水业务在“一门式、一网式”

政务服务平台上线，提升服务便捷性。 

（二）环投热电项目技改发电效率显著提升，团队运营管理不断优化，经营效益再上新阶。 

公司下属的顺控环投公司通过技术改造，提高汽轮发电机组发电效率，进一步提高吨垃圾发电量，同时通过对烟气温度、

蒸汽温度、给水压力等参数调整和控制，有效降低用电用气成本，有效提升经营效益。 

此外，顺控环投公司通过臭气负压系统改造、新风系统改造、固渣转运车更换等措施，改善了车间作业环境，系统稳定

性得到进一步提升，各类环保指标均优于国家标准。 

（三）充实业务拓展的专业团队，积极开拓与主营业务相关领域的业务。 

公司下属的环保咨询与环境检测团队一方面通过充实业务团队，实现了自身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获得国家实验室资质认

定（CMA）和实验室认可（CNAS）双资质，可提供气体、土壤、水、噪声等多方面的环境检测与咨询服务，各类检 测参

数达653个，检测能力在区内处于领先地位。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市场竞标，拓展业务。 

公司以自来水与垃圾焚烧发电业务为依托，充实专业的业务拓展团队，密切关注相关业务投资机会，积极探索水务与固

废处理上下游领域延伸业务。 

年度内，公司成功以参股形式与环保行业先进企业联合竞得顺德区厨余垃圾收运项目。 

（四）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扎实到位，大力推进供水业务“非接触服务”的同时践行社会责任，助力区内防疫物资的生产。 

公司在疫情防控期间，快速推进“非接触服务”，实施惠及百万用户的“春风行动”，制定“非接触服务”落实制度，包括“非

接触服务”宣传制度、水费迟交疫情受控后补办制度等，形成“1+N”制度体系，同时实现供水业务坐在家中“线上办”、利用手

机“指尖办”，努力提升供水服务水平。 

同时保证做好自身防疫工作的同时充分践行社会责任。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发挥公司机电设备安装维修技术优势，为

区内口罩生产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助力企业转产扩产,缓解区内口罩设备产能低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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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自来水制售 803,234,665.57 334,280,042.32 41.62% -0.80% 1.10% 1.91% 

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 
385,521,545.35 227,593,797.74 59.04% 13.83% 17.11%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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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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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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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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

行，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企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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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海燕 

                                                                                                                                                                                                                     

二 O 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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