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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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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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2018年度共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8,307,555.28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 10%法定

公积金 20,830,755.53 元后，未分配利润为 187,476,799.75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835,517,328.66元，2018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022,994,128.41元。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 935,210,29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7

元（含税），预计金额为 65,464,720.44元，尚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及送股。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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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水务 60119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杰 陈敏新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66号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66号 

电话 0510-86276771 0510-86276730 

电子信箱 master@jsjnsw.com master@jsjnsw.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一）自来水业务 



1、公司主营业务为自来水制售；自来水排水及相关水处理业务。 

公司拥有小湾、肖山、澄西、利港 4 座地面水厂，设计产能分别为 30 万吨/日、60 万吨/日、20

万吨/日、6 万吨/日，总设计能力为 116 万吨/日。 

2、经营模式 

（1）特许经营模式 

公司自来水业务为特许经营模式，根据江阴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关于授予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

限公司供水特许经营权的请示>的批复》（澄政复[2010]14 号）文件，及江阴市建设局与江南水务

签署的《江阴市城乡供水特许经营协议》，江阴市政府同意授予公司供水特许经营权，期限为 30

年。 

（2）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自来水所需的制水材料主要是净水剂、液氯等。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采购的相关制

度，公司主要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比质比价等方式采购。公司设定了请购、审批、采购、

验收、付款等采购程序，并在采购与付款各环节设置相关的记录、填制相应的凭证。同时，公司

还建立了完善的物资管理制度和仓库管理制度，所有设备、主要生产原材料、辅助生产材料和工

程材料均按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采购、保管和发放。 

（3）生产模式 

自来水生产是通过制水工艺去除原水中给人类健康和工业生产带来危害的悬浮物质、胶体物质、

细菌及其他有害成分，使净化后的水满足生活饮用及工业生产的需要。自来水厂使用取水泵站将

原水输送至厂内加药间，经过原水预处理，混凝处理，沉淀处理，过滤处理，消毒处理等工艺流

程，得到符合生活及生产用水标准的净水，然后通过自来水管网进行输配。 

（4）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主要有直供水销售模式和转供水销售模式。 

直供水销售模式：公司将自来水输送至用户端，直接向用户收取水费的贸易结算销售模式。 

转供水销售模式：公司将自来水输送至相关乡镇水厂贸易结算总表端，按转供水价格结算。相关

乡镇水厂向终端用户转供，价格按物价部门核定收取。 

（二）工程业务 

1、工程业务主要由全资子公司市政工程公司负责经营，市政工程公司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二级资质。 

工程业务范围主要在江阴，目前主要有自来水管道安装工程、一户一表改造工程、高层高压管工



程、房产小区管网建设工程、二次供水设施建设和维护工程、房产小区雨污水工程等。 

2、经营模式 

公司建筑工程施工目前的经营模式主要是单一施工模式。 

（1）自来水管道安装工程、一户一表改造工程、高层高压管工程，公司在拥有的工程承包资质范

围内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根据《江苏省统一安装工程计价表》（2014 年）、无锡市建设工程材料

市场信息指导价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编制预算，以此确定合同价格，

公司在合同工期内开展施工，根据工程施工合同或工程完工量向建设单位收取相应工程价款，根

据工程建设进度确认收入，工程完工后，根据《江苏省统一安装工程计价表》（2014 年）、无锡市

建设工程材料市场信息指导价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编制结算（如建

设单位需提交中介机构审计的则交由第三方审计），以此确定最终工程价款，并尽快与建设单位结

清工程款。 

（2）房产小区管网建设工程、二次供水设施建设和维护工程、房产小区雨污水工程，公司在拥有

的工程承包资质范围内与房产商签订合同，分别根据江阴市有关文件规定，确定合同价格，公司

在合同工期内开展施工，按合同的相关约定向房产商收取相应工程价款，根据工程建设进度确认

收入，工程完工后按房产小区的测绘面积与上述物价局文件规定的单价最终确定工程价款，并尽

快与房产商结清工程款。 

（三）污水处理业务 

污水处理业务主要由全资子公司恒通公司负责运营。下属南闸污水厂、江阴市恒通璜塘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 2 家污水厂，处理能力为 3.5 万吨/日，主要负责处理南闸、徐霞客璜塘工业园区的工业

废水及镇区生活污水。公司参股光大水务（江阴）有限公司 30%股权，下属有光大水务（江阴）

有限公司滨江污水处理厂、光大水务（江阴）有限公司澄西污水处理厂、光大水务（江阴）有限

公司石庄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为 19 万吨/日，主要负责辖区内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各污水

处理厂均采用国内成熟污水处理工艺，能够满足现行尾水达标排放的要求。 

（四）行业情况说明 

1、自来水业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 D4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资源紧

缺、水资源费逐年提升、水污染加剧、污水处理成本日益增高，水价上调趋势理所必然，全国逐

步推广实施阶梯水价。但同时，随着国内城镇化推进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自来水需求

量和饮用水质标准逐渐提高，给自来水生产企业提供了发展机遇和新的要求。 



2、工程业务 

行业周期性特点：建筑工程行业依赖于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特别是基础设施

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由于房地产行业属于强周期行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主要受政府投资建

设规模和政策影响，因此行业的周期性较强。由于最近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江阴市房地产

开发呈逐年下降趋势，由此将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行业发展阶段：国内建筑工程行业目前已经进入成熟发展阶段，但是建筑企业过多，竞争激烈。 

行业地位：公司目前仅承接自来水管道安装工程，与大型央企集团和区域性大型建筑企业相比，

公司规模较小，业务单一。 

3、污水处理业务 

污水处理行业是指行业通过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等手段，为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去除水中的

污染物质，使污染的水体能够达到排放或再次使用的水质要求。污水处理行业的工作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一是污水处理，包括工业废水的处理和生活污水的处理；二是中水回用，是指经处理后

的污水达到一定的水质标准，满足某种使用要求，可以进行有益使用，属于污水的深度处理；三

是污泥处理，是指针对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处理南

闸、徐霞客璜塘工业园区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 

“十二五”期间，大力加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力度，全国污水处理水平明显提高。截至 2015 

年，全国城镇污水处理能力已达到 2.17 亿立方米/日，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2%，县城污水处理

率达到 85%，全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根据发改委和住建部对

城镇污水及再生水方向的“十三五”规划，城市污水处理率要求从 2015 年的 91.90%提升至 95%，

需要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5,022 万立方米/日，提标改造 4,220 万立方米/日，对再生水质量、污水管

道的建设要求也有所提高。“十三五”规划为污水处理行业带来广阔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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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4,333,314,106.27 4,886,207,104.88 -11.32 4,568,186,712.59 

营业收入 898,546,075.62 1,100,958,069.75 -18.39 1,106,824,908.5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4,819,098.98 245,022,709.26 -20.49 326,089,781.9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177,746,874.44 239,712,054.18 -25.85 321,121,781.25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738,627,684.72 2,702,442,720.14 1.34 2,547,108,556.0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5,631,397.00 394,362,071.61 -17.43 381,851,527.5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1 0.26 -19.23 0.3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9 0.24 -20.83 0.3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14 9.33 减少2.19个百分

点 

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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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63,821.64 222,241,537.65 229,551,783.24 245,588,93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6,905,547.39 55,035,809.41 52,460,975.83 50,416,76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6,613,937.01 47,322,694.12 51,774,685.53 42,035,557.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7,412,469.75 25,270,342.20 200,884,618.86 42,063,96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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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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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市城乡给排水有

限公司 

0 329,082,580 35.19 0 无   国有

法人 

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0 216,795,172 23.18 0 无   国家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0 48,150,952 5.15 0 质押 18,0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李卫萍 836,702 11,120,450 1.19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林鸿平 0 5,163,628 0.55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江阴市新国联电力发

展有限公司 

4,720,000 4,720,000 0.50 0 无   国有

法人 

江阴市新国联基础产

业有限公司 

2,380,000 2,380,000 0.25 0 无   国有

法人 

李斌 0 1,960,032 0.21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邓红燕 -40,700 1,848,700 0.20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周永森 0 1,612,000 0.17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江阴市城乡给排水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江阴市

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江阴市新国联

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江阴市新国联基础产业有限公司为上述

二名股东的一致行动人；（2）除上述四名股东外，公司与其

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

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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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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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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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资产 433,331.41 万元，同比减少 11.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3862.77万元，同比增长 1.34%；实现营业收入 89,854.61万元，同比减少 18.39%；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81.91万元，同比减少 20.4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7,774.69

万元，同比减少 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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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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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简称 

江南水务市政工程江阴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公司 

江阴市恒通排水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恒通排水公司 

江阴市恒通璜塘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璜塘污水公司 

江阴市锦绣江南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锦绣江南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