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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93                           证券简称：华通热力                           公告编号：2021-032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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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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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通热力 股票代码 002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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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凌宇 李雷雷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6 号三区 4

号楼 5 层 01 室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6 号三区 4

号楼 5 层 01 室 

电话 010-83817835 010-83817835 

电子信箱 htrl@huatongreli.com htrl@huatongrel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热力供应、节能技术服务。公司热力供应业务，主要是向最终用户提供供暖服务，同时向部分用户提供

生活热水。热力供应能够解决我国北方居民冬季采暖的基本生活需求。公司的节能技术服务，主要是向用能单位或同行业企

业提供节能服务，包括：改造供热设施和管网、改进排烟除尘系统、污染物达标排放等，充分挖掘设备及系统的潜力，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质量，还可以使客户用节能收益来为设备升级，以降低运行成本。 

公司自成立以来秉承“专注节能、绿色供热”的理念，致力于节能技术研发、节能供热投资及节能技术改造，成长为专业

化能源服务公司，并通过北京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的评审认定。公司坚持智能化、精细化、清洁化的节能供热，是城市小区

“供暖投资运营”模式的先行者，是北京市首批实施合同能源管理服务的供热企业。同时，公司参与制定了多项国家级、北京

市级的行业标准。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公司在做大做强主营业务的同时，积极探索其他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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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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568,490.47 919,527,678.60 3.48% 966,018,46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548,715.76 47,260,542.61 -39.59% 42,732,48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789,766.42 37,134,781.41 -41.32% 34,649,227.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973,104.71 205,236,379.74 -13.77% 154,099,411.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3 -39.13% 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3 -39.13%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0% 7.56% -2.96% 6.8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195,207,708.31 2,014,852,191.88 8.95% 1,847,522,18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5,384,826.22 636,126,644.42 -4.83% 625,627,2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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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980,692.45 5,018,630.10 9,055,210.82 355,513,95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528,356.46 -40,168,225.45 -56,456,727.84 1,645,31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629,254.44 -40,746,681.26 -65,254,493.44 5,161,686.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918,446.14 -106,175,163.75 158,710,249.58 228,577,3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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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2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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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一波 境内自然人 27.93% 57,265,346 57,265,346 质押 39,3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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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明 境内自然人 19.46% 39,906,375 39,906,375 质押 23,249,200 

中山通用科

技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国有法人 4.71% 9,657,133 0   

克拉玛依昆

仑朝阳创业

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国有法人 2.01% 4,120,000 0   

向彦茹 境内自然人 1.01% 2,079,870 0   

陶翔宇 境内自然人 0.99% 2,037,429 0   

陈义君 境内自然人 0.87% 1,790,691 20,280   

姚育新 境内自然人 0.79% 1,622,800 0   

王英俊 境内自然人 0.53% 1,091,168 0   

杨勇 境内自然人 0.50% 1,016,579 1,016,5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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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向彦茹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79,870 股； 

股东姚育新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87,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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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 年，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各项工作以供热业务为中心有序推进，企业整体呈现出稳中提质，稳中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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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的良好态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5,156.85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54.87 万元，较上年下

降 39.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78.98 万元，较上年下降 41.32%。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

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为：（1）公司积极应对新冠疫情，保证居民日常供热服务正常运营，致运营成本有所增长；

（2）本报告期融资规模较上期增加，财务费用增加。 

2020 年公司主要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一）坚持智慧供热，增强技术实力和竞争优势 

公司作为民营供热企业之一，在供热规模、管理规范、安全生产、服务效率等方面具备较强的技术实力和竞争优势，在

行业内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在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2020 年公司坚持智能化、精细化、清洁化的智慧供热，充分利

用先进节能技术，顺利完成年度各项考核指标。截止 2020 年末，公司实现供热面积约 3,000 万平方米，管理面积达到 3500

万平方米。 

2020 年公司升级智能供热控制器，将各种常用模式进行集成处理，新的设备操作简单，运行稳定，经推广应用，节能

效果明显；同时公司升级了“室内温度采集系统”，新的设备采用了低功耗设计，传输间隔更短，持续时间更长，并增加了信

号中断储存功能，配套新的软件系统作为数据接收、处理、中转功能，开放二维码扫码调试等，用户体验更好，目前该设备

已在公司 90%以上项目中应用。 

在进一步升级改造节能设备与系统的同时，2020 年公司持续研发和推广“压缩式热泵烟气高效脱白冷凝系统”，建立了

新的示范项目，主要研究该系统作为独立热源的可行性以及该系统与原供热系统的匹配运行的规律，在示范项目中该系统成

为整个区域供热的独立热源为该区域供热，供热质量稳定可靠，与原供热系统相辅相成，匹配性良好，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并且公司为该系统定制研发了全程监测系统和能源核算系统，所有运行参数均可远程展示，并进行经济性核算，将节能率和

节能收益数据化显示，节能效果直观明确。 

厚积薄发，放眼未来，公司智慧供热系统逐渐成熟完善的同时，将未来科技进步与能源发展列入技术储备。2020 年公

司在智慧供热方面取得了供热项目能耗分析管理系统发明专利，随着其大范围的转化应用，将使公司智慧供热运行监控平台

在能源管理/节能减排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对供热领域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方面展开可行性研究，为智

慧供热系统应用奠定了基础，使智慧供热系统能够深入到供热一线，从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保证创新驱动力 

2020 年公司在以往研发投入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对生产研发的投入力度，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的申请。截至

报告期末，公司拥有注册商标 22 项，软件著作权 52 项，专利 69 项，其中发明专利 18 项。2020 年公司通过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认证，并被相关管理单位认定为 2020-2022 年度北京市知识产权试点单位及区级智慧供热研发职工创新工作室，保证公

司的创新驱动强健有力，使公司在未来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三）开展资本运作，推进战略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资本运作，业务规模不断扩大。2020 年，公司通过收购等方式使迁西富龙、迁西和然成为本

公司二级控股/全资子公司，获得了在工业余热回收领域有丰富运营经验和技术积累的团队，进一步提升了公司节能降耗的

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在做大做强主营业务的同时，公司积极探索第二赛道，寻找除供热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的机会。2020

年 7 月，公司收购博文汉翔部分股权并进行增资，是公司迈进教育领域的重要一步。公司将继续积极探索资本市场的运作，

继续坚持内涵式发展和外延式发展双轮驱动的战略，遴选优质企业及项目，把握国家行业整合政策，渐进式完善公司产业升

级，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增加长期价值投资的吸引力，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四）持续优化内部管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公司持续优化内部管理，完善全面预算，加强费用管控，提高管理效率和精细化程度；加强内部风险防控，进一步规范

各项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并加强执行监督。通过开展高管培训、新型学徒制专项培训、一线岗位运行维护基础操作培训、一

线岗位工作标准与服务话术培训等，实行员工学习培训常态化，提高员工综合素质；持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公司品牌

形象，激发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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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重管理，全力建设信息化 

2020 年公司进一步推进标准化管理制度，对常态化的工作以制度加以固化，形成标准化的制度流程，促使公司管理标

准、快捷、有效。同时加强公司信息化建设，用信息化来支撑标准化管理工作落地，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决策支持。公司

积极将业务流程融入管理软件，实现高效快速的信息传递、审批决策。通过供热收费系统平台的建设和管理软件的落地，公

司与各子公司、业务单元的空间间隔得到有效解决，标准化运营水平大幅提升。 

（六）完善企业文化，践行社会责任 

公司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辛苦拼搏，努力奋进，形成了特有的企业文化。2020 年，公司以企业文化作为引领，引导

员工持续学习思考，提升创新精神，从而实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公司在不断提升企业价值的同时，认真履行

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回报社会。公司紧紧围绕“聚焦精准、关注民生”的原则，发挥企业优势，积极参与北京市“万企帮万

村”精准扶贫计划，聚焦“两不愁三保障”领域，帮助贫困村庄稳定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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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力服务 942,777,823.44 26,573,214.15 13.75% 3.68% -53.59%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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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当期数据 上期数据 增减比 

收入 951,568,490.47 919,527,678.60 3.48% 

成本 824,307,771.44 777,266,572.07 6.05% 

净利润 26,920,721.18 46,036,099.39 -41.52% 

 当期期末数据 上期期末数据 增减比 

存货 49,048,750.35 60,186,438.16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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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积极应对新冠疫情，保证居民日常供热服务正常运营，致运营成本有所增长； 

(2)本报告期融资规模较上期增加，财务费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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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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5 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一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

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但对首

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该准则的实施不影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务

指标，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和现金流量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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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设增加节能科技、节能发展、龙达文化 3 家子公司，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迁西富龙、迁西和然 2 家子公司。 

详见本附注“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中“ 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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