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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45                               证券简称：中金环境                        公告编号：2021-030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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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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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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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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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金环境 股票代码 30014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南方泵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金磊 夏奕莎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湖州街 168 号美好国

际大厦 13 楼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湖州街 168 号美好国

际大厦 13 楼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 0571-86396201 0571-86396201 

电话 0571-86397850 0571-86397850 

电子信箱 xjl@nanfang-pump.com xys@nanfang-pum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板块分为通用设备制造、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勘察设计、环保咨询与工程、环保运

营五大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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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用设备制造板块 

公司为国内不锈钢离心泵龙头企业，系全国最早研发并规模化生产不锈钢冲压焊接离心泵企业。是行

业内率先研制、生产、销售管网叠压成套设备的企业，公司产品的系列范围、销售总量、产品质量均排在

国内同行业前列。主要产品包括CDL/CDM系列立式不锈钢多级离心泵、CHL系列卧式不锈钢多级离心泵、

成套供水设备、污水泵、暖通泵、中开泵、消防泵、计量泵、油泵、深井泵等多系列产品，产品广泛应用

于管道增压、工业用水、楼宇供水、暖通系统、消防系统、净水处理、医药及电子清洗等诸多领域。公司

建立了完善而强大的的营销服务网络，2020年新建了招投标队伍和营销体系，在不断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

同时亦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在“打造中国泵业强企和世界泵业知名品牌”的道路上稳步发展。 

2020年，公司加快布局高端智能制造升级，积极推进智能工厂的建设，致力于实现生产装备的智能化、

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生产管控的一体化、产业链协同的网络化。报告期内，公司制造板块获得1项国家标

准，新增认证55项、各类荣誉19项、发明专利5项等，技术研发投入不断加大，确保为客户提供更优异的

产品质量与服务。 

（二）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板块 

公司危废处置业务主要依托于子公司金泰莱平台，金泰莱的核心业务为通过化学清洗、烘干、烧结、

焚烧、湿法提炼等工艺，实现危险废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综合利用，处理范围包括废包装物、废酸、

废碱、废催化剂、含有机硅废渣、含铜镍废物、表面处理废物、含油废物等19个大类253个小类危险废物，

总处置能力18万吨/年，业务范围覆盖浙江、江苏、上海、安徽等周边省份及福建、广东等地，其所处区

位、单体处置规模、处置种类优势明显。此外，金泰莱亦在积极向贵金属资源再生利用等业务领域延伸，

以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加大技术投入实施富氧侧吹炉等技改项目，积极降低运营成本，实现降本增

效。 

危废处置行业属于环保细分领域，受政策法规及监管的约束较大，门槛高、区域性特征明显。随着国

家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国民意识的不断增强，政府对危废处理的监管愈加严格，2016年修订的《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2020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促使危废处置更加规

范严格，从长期看危废处置行业仍有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随着新项目的逐步投产和处置工艺的不断改

进，未来市场竞争或将进一步加剧。公司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板块优势主要体现在具备较全的危废处置资质，

可处置危废种类多，单体处置规模较大，区位优势突出，精细化管理程度较高，整体盈利能力较强。 

（三）勘察设计板块 

公司勘察设计板块是公司为促进同类存量业务协同发展，通过内部资源整合，按照上市目标而独立出

来的业务板块。业务包含水利工程、市政工程、建筑工程、风景园林工程、环境生态修复工程、水污染治

理工程等基础建设领域的一体化咨询设计服务，拥有水利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等设计甲级、乙级资

质，持国家注册类证书136人，教授级高工2人，高级工程师104人。2020年度共计获得行业奖项1项，勘察

设计奖项6项，工程咨询奖项10项，开展研发项目15项。 

公司勘察设计板块子公司主要集中在江苏无锡、河南洛阳、河北石家庄、广东惠州等区域，在区域市

场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未来勘察设计板块将尽快实现以水利、市政、建筑为主的业务升级，以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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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业务为主的技术升级，从分散地市向全国范围内拓展的区域升级，着力强化内部资源整合与资质升级，

推进产融结合，打造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竞争力的环保设计集团。 

（四）环保咨询与工程板块 

公司环保咨询类业务包括项目环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水保监理监测、水土保持方案、区域环境影

响跟踪评价、社会稳定性评估、环境影响后评价、环境污染治理及运营、排污许可等，行业覆盖交通运输、

农林水利、采掘、化工石化、医药等领域。2018年底建设项目环评资质要求的取消，使得行业改革进入深

水期，行业发展处于调整期，也促使环保咨询企业进一步规范业务模式，拓展业务范围，加强自身核心竞

争力。公司工程板块主要从事是较为传统的项目施工业务，报告期内主动调整经营策略，重点做好现有项

目建设、项目回款等工作。 

公司环保咨询业务以中咨华宇为核心平台，在行业内具有良好的口碑和业绩支撑，大型环保咨询项目

经验丰富，完成了多项样板工程项目，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市场影响力进一步得到提高。未来随着新

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正式实施，在现有业务布局、经营思路的调整下，公司将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做好传统业务巩固既有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场地调查、土壤修复及环保管家等外延

服务，努力成为国内领先的环保咨询机构。 

（五）环保运营板块 

公司环保运营板块主要涵盖污水处理、污泥处置、工业供水、蓝藻资源化处理、PPP项目运营等业务，

拥有自主研发的太阳能低温复合膜技术、微纳米曝气复氧技术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了充分运用，板

块内蓝藻打捞、藻水分离及藻泥干化技术在太湖蓝藻高发期运行和处理果良好，得到了江苏省环保厅、太

湖办及无锡等属地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 

随着近年来我国城市污水污泥处理量的稳定提升，以及黑臭水治理、海绵城市建设、农村水环境治理

等新兴领域需求的快速增长，污水污泥处理提质增效需求加大，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公司环保运营板块拥

有丰富的项目运营经验，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合作的优化升级污泥碳化等相关技术方面也已取得

了关键技术突破，同时该板块与无锡市政在环保运营领域的协同效应突出。因此，未来公司将积极整合内

外资源，探索成熟的、适合大规模推广的成套技术和商业模式，立足打造技术领先的污水污泥处置一体化

综合运营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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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4,218,438,814.39 4,094,020,405.58 3.04% 4,362,567,00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9,645,047.83 22,927,693.33 -8,647.07% 430,236,42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91,228,457.93 8,768,398.58 -23,949.61% 423,812,7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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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3,586,564.86 660,520,697.17 -13.16% 681,936,582.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3 0.01 -10,400.00%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3 0.01 -10,400.00%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83% 0.48% -52.31% 9.0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8,767,886,768.31 10,329,683,963.34 -15.12% 9,882,531,58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20,752,959.25 4,825,374,098.43 -41.54% 4,800,536,6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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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482,195.02 1,003,731,428.84 1,160,410,029.07 1,577,815,16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268,058.44 90,182,156.52 71,760,082.84 -2,087,319,22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483,093.60 94,322,377.50 65,419,538.29 -2,212,487,28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323,612.11 135,308,427.94 364,727,044.51 197,874,7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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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9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4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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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市政公用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51% 413,639,291 0   

沈金浩 境内自然人 7.87% 151,368,931 113,526,698 质押 45,000,000 

沈洁泳 境内自然人 2.13% 40,974,912 0   

戴云虎 境内自然人 1.62% 31,109,067 30,831,800   

沈凤祥 境内自然人 1.58% 30,402,300 0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5% 29,740,285 0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少数派万象更新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6% 22,356,000 0   

赵国忠 境内自然人 1.08% 20,810,443 0   

周美华 境内自然人 1.07% 20,628,952 0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 其他 1.03% 19,89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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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少数派万象更新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沈金浩与沈洁泳系父子关系。 

2、沈金浩及其一致行动人沈洁泳将合计持有的公司 10%的股份与无锡

市市政公用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形成一致行动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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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2018年11月，无锡市政与沈金浩先生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根据协议，沈金浩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沈洁泳先生将合计持有的公司10%的股份与无锡市政形成一致行动的安排，无锡市政在公司股东大会

上的表决权影响力扩大至公司总股本的31.51%； 

注2：以上数据统计时间为截至本报告期末，且均未考虑剔除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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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疫情不断蔓延并逐渐席卷全球,使全球经济遭受严重影响，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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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公司部分业务的开展也受到了影响。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积极加快

复工复产工作，抢订单追进度，推进降本增效，加大对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力度，并积极与客户及供应商

的沟通合作，巩固公司市场地位，2020年第二季度起公司多数业务板块的经营逐步进入正轨。 

综合2020年整体经营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1,843.88万元，较去年同期上涨3.0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5,964.50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98,257.27万元。剔除相关资产减

值因素，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5,399.34万元。 

（一）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及公司的行业地位 

1.通用设备制造泵行业：从市场格局来看，国内泵行业重要细分市场领域的市场份额正逐步向优势企

业集中，“智能化生产 + 智能化产品/服务”双驱动将成为未来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此外，细分领域方面

预计二次供水、油泵、污水泵等业务市场需求将得到释放，市场份额逐渐扩大，未来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公司作为国内不锈钢离心泵龙头企业，在细分市场具有领先的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拥有健全的全国

性营销网络体系以及优质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在短时间内为客户解决问题或提供技术支持。 

2.环保行业：环保行业作为政策驱动型产业，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愈加重视，预计未来将迅猛发展，

市场空间广阔。报告期内，国家陆续发布或修正《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2021

年全国两会，碳达峰和碳中和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政策导向的明确，体现了国家

环境治理的决心和毅力，也为环保行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公司下属危废处置、环保咨询、勘察设计、

污水污泥处理等业务均处在环保类相关细分行业，在局部区域、细分领域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业务范

围广泛，协同优势突出，公司将通过充分挖掘自身资源禀赋，把握行业机遇，抢占行业领先地位，努力在

环保细分行业做优做精做强。 

（二）2020年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工作情况 

1.夯实制造业基石作用，开拓细分领域发展新空间 

通用设备制造板块长期以来是公司发展的基石，近几年稳定保持10%左右的业绩增长，为公司提供了

稳定的现金流保障。作为国内不锈钢离心泵的龙头企业，公司产品定位于行业中高端，拥有自身核心技术

优势和完善的销售服务体系，形成了自身品牌优势，以优质的产品质量和服务，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在保持传统不锈钢多级离心泵稳定发展的同时，公司已形成成套供水设备、污水泵、消防泵等细分领域的

核心技术，该细分市场空间巨大，有望借助公司发达的市场销售渠道快速建立新的利润增长点。2020年，

在一季度复工复产工作延迟、基本难以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公司通用设备制造板块后续抓进度、抢订单，

坚持年度经营目标不变，克服困难实现了营收和利润的双增长。 

2.多元化发展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务，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危废处置业务主要依托全资子公司金泰莱平台，拥有18万吨/年的危废处置能力和行业领先的湿

法提取、危废焚烧、尾渣焚烧、无害化利用等核心工艺技术，业务范围覆盖华东、华南等地区，危废来源

广泛。同时，金泰莱亦在积极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向贵金属资源再生利用等业务领域延伸，并加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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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优化改进现有工艺，积极降低运营成本，实现降本增效。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金泰莱生产经营连

续性被打乱，危废处置量阶段性波动、处置价格下降、技改投入成本增加等因素，导致金泰莱盈利空间受

到挤压，业绩出现明显下滑。未来，公司将进一步优化金泰莱订单结构，努力推进新业务，开拓新市场，

加快技术改进，降低经营成本，加强内部管控，确保金泰莱业绩稳健发展。 

3.积极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勘察设计板块上市准备工作 

公司勘察设计业务包含水利工程、市政工程、建筑工程、风景园林工程、环境生态修复工程、水污染

治理工程等基础建设领域的咨询设计服务。2020年，受疫情影响，各类建设项目缓建或停建，经营活动滞

缓，设计类业务市场开拓受阻。随着疫情防控的有效缓解，勘察设计板块积极复工复产，对内抓质量，促

改革，坚守设计品质，有序推进设计集团上市的准备工作；对外提升服务水平，强化经营能力，以“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部崛起”、“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为契机，加大业务拓展力度，

发挥设计与工程联合效益，开展以设计牵头的EPC工程项目，积极做大做强。 

4.主动调整环保咨询与工程业务经营策略，积极应对市场竞争 

近年来，随着国家环保咨询相关政策的放开，行业准入门槛降低，公司环保咨询与工程板块业务受到

较大冲击。面对行业变化，公司结合行业特点和企业实际，围绕做优做精核心主业的发展目标，坚持“有

所为，有所不为”，强化优势，规避劣势，主动调整经营策略，积极探索行业发展新机遇。环保咨询业务

依靠在行业内多年积累的品牌影响力和资质优势，以品牌建设为抓手，以样板工程为引领，主攻铁路、公

路、机场等大中型交通基础设施领域项目，巩固优势市场地位，同时积极延伸新业务，探索场地调查、土

壤修复及环保管家等外延任务，探索新的业务增长点。工程施工业务逐步收缩，立足做好现有项目。报告

期内，公司积极参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包头至银川（内蒙段）铁路工程、贵阳至南

宁客运专线（广西段）、汕头至汕尾铁路工程等典型样板工程建设项目，完成《上海市域铁路园林景观设

计标准》等3项国家技术标准的编制工作，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5.优化投资项目实施边界和回报机制，提升盈利能力 

目前，公司多数环保投资项目处在建设阶段，部分项目已投入或即将投入运营。报告期内，为加强项

目管理，公司会同相关专业机构对该类项目进行了集中梳理调研，从市场情况、投资协议、建设过程、工

艺技术、投资回报等方面全方位进行研判，对于需进一步优化的项目结合其实际情况制定改进措施，并积

极与外部技术机构、地方政府、市场用户进行对接，严格按照投资协议落实项目投资条件，控制投资风险，

提高投资收益，维护公司利益。 

6.加强内部控制，提升公司规范治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贯彻落实新《证券法》、《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文件精神，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对定期报告、关联交易、项目投资

等涉及公司经营的一些重大事项进行审慎、科学决策；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严格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做到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严格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

制度》，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工作；加强内部控制，系统做好财务规范、资金运作、风险管控、信息

化建设、内部监督等工作，坚定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加强投资者关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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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时接听投资者来电，回复投资者提问，积极开展投资者调研活动，增加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同时，

公司积极探索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发展模式，主动将党的领导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融入公司治理

环节，将党建内容写入章程，逐步逐级建全基层党组织，激励党员奋发有为，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 

7.借力国有资本，助推公司健康发展 

2020年是中金环境引入国有资本无锡市政的第二年，双方持续加强融合发展力度，报告期内无锡市政

基于对公司的内在价值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多次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双方在水务、环保、咨

询、设计等领域深入开展业务合作与交流，在资金、人才、市场等方面资源共享，同时积极推动存在同业

竞争业务的整合工作。与国有资本的协同发展，将助力公司登上更高的发展平台，迎接更多的发展机遇，

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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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设备制造业-水泵 2,802,152,644.66 1,015,222,480.94 36.23% 15.08% 12.28% -0.90% 

通用设备制造业-成套变

频供水设备 
452,518,673.66 190,000,947.63 41.99% -8.49% -8.57% -0.04% 

环保运营板块-运营业务 66,190,838.25 -21,812,006.49 -32.95% 101.22% 24.23% 54.56% 

勘察设计板块-设计业务 320,253,145.52 147,667,794.80 46.11% -4.20% -11.55% -3.83% 

环保咨询与工程板块 -

咨询业务 
108,614,672.21 25,426,905.40 23.41% -31.16% -47.38% -7.21% 

环保咨询与工程板块 -

工程业务 
34,651,255.97 -20,552,372.62 -59.31% -84.94% -153.15% -76.1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板块 

-危废处理业务 
298,614,656.31 100,243,338.96 33.57% -9.94% -49.12% -25.86%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板块 

-资源回收利用业务 
30,734,249.62 15,770,914.30 51.31% -20.11% -15.44% 2.83%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板块 

-贵金属业务 
104,708,678.19 15,714,273.30 15.01% 164.97% 252.82%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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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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1,959,645,047.83元, 较同期22,927,693.33元降

幅8,647.07%。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和市场环境影响，公司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环保咨询等业务业绩下滑

严重，公司就收购各标的公司所形成的商誉计提了大额减值；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测试

结果和相关会计政策，对部分投资项目相关资产计提了大额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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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发布《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码：2020-044）。财政部于 2017

年 7月 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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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①新收入准则实施前后收入确认会计政策的主要差异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由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下，各项业务收入确认会计政策保持不变。 

②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

下：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年12月31日 

施行新收入准则重分类

调整 

按新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313,345,480.54 -313,345,480.54  

合同负债  289,566,906.76 289,566,906.76 

其他流动负债 402,798,333.33 23,778,573.78 426,576,907.11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年12月31日 

施行新收入准则重分类

调整 

按新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28,577,239.14 -28,577,239.14  

合同负债  25,289,592.16 25,289,592.16 

其他流动负债 402,798,333.33 3,287,646.98 406,085,9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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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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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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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南方泵业有限公司 新  设 2020年3月13日 2000.00[注1] 100.00% 

湖州南泵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新  设 2020年3月31日 100.00[注2] 100.00% 

库尔勒市南泵智水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 
新  设 2020年5月28日 1000.00[注3] 51.00% 

南方泵业（湖州）有限公司 新  设 2020年6月10日 12000.00[注4] 100.00% 

杭州南泵流体机械有限公司 新  设 2020年1月19日  [注5]    

[注 1]：本公司子公司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3月 13 日，投资设立了浙江南方泵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 2,000.00

万元,持股比例 100.00%。  

[注 2]：本公司子公司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3月 31 日，投资设立了湖州南泵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

100.00 万元,持股比例 100.00%。  

[注 3]：本公司子公司南方智水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年 5月 28 日，投资设立了库尔勒市南泵智水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资本金 1000.00 万元,持股比例 51.00%。 

[注 4]：本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投资设立了南方泵业（湖州）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 12,000.00 万元,持股比例 100.00%。 

[注 5]：本公司于 2020 年 01月 19 日，新设杭州南泵流体机械有限公司。 

2. 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杭州常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转让 2020年1月10日 -648,185.23 0.00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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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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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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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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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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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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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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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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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