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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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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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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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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无利润分配预案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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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控股 60016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凃立俊 李凯 

电话 027-85725739 027-85725739 

办公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特8号

长江隧道公司管理大楼 

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特8号

长江隧道公司管理大楼 

电子信箱 dmxx@600168.com.cn dmxx@600168.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1,704,130,187.97 10,471,797,260.18 1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884,345,812.30 4,811,590,154.10 1.5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70,628,362.94 86,046,595.33 -17.92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696,692,993.99 569,778,884.48 2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8,826,192.72 165,445,713.19 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3,628,777.17 150,360,356.68 2.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48 3.59 减少0.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23 4.3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4 0.23 4.3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0,26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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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数量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18 391,536,000 0 无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4 35,731,092 0 无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9 4,186,800 0 未知   

刘延辉 境内自然人 0.44 3,098,200 0 未知   

安邦资产－工商银行－安

邦资产－共赢 1号集合资

产管理产品 

其他 0.30 2,122,750 0 未知   

傅达清 境内自然人 0.26 1,825,700 0 未知   

贺方建 境内自然人 0.21 1,520,094 0 未知   

项一 境内自然人 0.21 1,500,300 0 未知   

李勇刚 境内自然人 0.16 1,150,000 0 未知   

陈宜辉 境内自然人 0.16 1,136,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不知上述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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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4 武控 01 122340 2014-11-05 2019-11-05 606,998,000 4.95 

2014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14 武控 02 136004 2016-06-24 2021-06-24 350,000,000 3.6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6.35   52.0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51   8.52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按照董事会的决策部署，认真贯彻十九大精神，响应加快建设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紧密围绕绿色生态的政策导向和环保产业发

展方向，立足供水及污水处理两条主线，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核心，抢抓发展机遇，抢占

市场，全面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资产盈利能力。 

2018 年度，公司计划供水量 31,600 万吨，上半年实际完成约 16,252 万吨，完成全年计划

的 51.43%；计划污水处理量为 64,255 万吨，上半年实际完成约 33,902 万吨，完成全年计划的

52.76%；计划营业收入 135,907 万元，上半年实际完成约 69,669 万元，为全年计划的 51.26%；

计划营业成本 101,183 万元，上半年实际完成约 46,376 万元，为全年计划的 45.83%；计划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070万元，上半年实际完成约16,883万元，为全年计划的64.76%。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董事会的决策部署，紧密围绕公司各经营目标任务，精心

组织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推进管理提质增效，强化调研指导，制定应对措施,基本实现时间过

半，任务过半。 

1、供水方面 

报告期内，受今年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上半年供水量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约 1164 万吨。

同时公司所属两水厂持续强化安全意识，做好巡检维护工作，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加强安全自查，及时落实安全隐患整改；合理调度，强化水质管理，保证优质供水；加强成本

核算，合理使用资金，做好专项工程和设备大修工作。下一步公司仍将全力保障安全供水，加

强对水质管理新技术的研究和探索，进一步加强对汉江流域水质的监控，加强对突发水质污染

的防范和应对技术的研究，促进优质供水管理水平的进步。 

2、污水处理方面 

报告期内，排水公司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下，科学生产调度，加强污水收集管网的维护

管理，提高污水抽排效率，及时掌握各厂各站生产运行情况，保障各污水处理厂进水水量；强

化水质管理，针对环保部日益提高的污水处理标准和不断强化的监管要求，采取多种手段密切

关注水质情况，积极开展自查整改活动；围绕污水处理重难点和提标升级工程，对现有污水、

污泥处理新工艺进行汇总，积极开展推进相关科研项目；扎实做好安全工作，上半年安全生产

形势和治安状况总体情况良好。 

相比去年同期，今年上半年污水处理量增加了约 5953 万吨，主要原因是：一、社会供水

量的上升带来污水量的增长；二、排水公司下属黄家湖污水处理厂由 10 万吨/日改扩建为 20

万吨/日，并在 2017 年 7 月开始试运行；三、部分污水收集管网和提升泵站在今年投产运行，

相应污水处理厂来水量增加。 

3、隧道运营方面 

报告期内，长江隧道公司加强设施设备维修与维护，完成了隧道内监控系统、广播音区供

用电、给排水等设施设备的例行检查，发现故障及时上报、维修；对隧道内环境及时监测，自

查情况良好；严格按计划执行大中小修、专业维保、专项更新改造、消防设施设备的检查与维

保、隧道清洁维护等工作，积极开展平安单位建设工作，配合公安部门做好治安、反恐工作，

有效保障隧道安全运营。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