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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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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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水务 60115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吕祥红 陈涛 

电话 023-63860827 023-63860827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龙家湾１号 重庆市渝中区龙家湾１号 

电子信箱 swjtdsb@cqswjt.com swjtdsb@cqswj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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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0,322,178,544.71 19,965,882,483.63 19,965,882,483.63 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111,495,661.11 14,142,048,882.73 14,142,048,882.73 -0.2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1-6月） 调整后 调整前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14,212,779.53 807,489,031.94 807,618,750.51 25.60 

营业收入 2,557,939,281.38 2,291,894,282.05 2,286,791,775.79 1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43,009,438.46 796,271,296.41 796,271,296.41 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91,426,367.58 727,165,645.45 727,165,645.45 8.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78 5.60 5.65 增加0.1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8 0.17 0.17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8 0.17 0.17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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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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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50.04 2,401,800,000 0 无 2,401,800,000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国有

法人 

38.52 1,849,160,689 0 无 1,849,160,68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2.38 114,293,591 0 未知 114,293,59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0.56 26,953,900 0 未知 26,953,900 

吴绮绯 境内

自然

人 

0.25 11,787,002 0 未知 11,787,00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18 8,428,284 0 未知 8,428,28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11 5,362,568 0 未知 5,362,56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10 4,950,620 0 未知 4,950,620 

李春萍 境内 0.08 3,961,600 0 未知 3,961,600 



自然

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

二组合 

未知 0.08 3,672,400 0 未知 3,672,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上述股东中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与重庆市水务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除此外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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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 年 1－6 月经公司及所属各单位的共同努力，经营业绩总体保持稳定增长，供排水水质

持续稳定达标。实现营业收入 25.58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11.61%；实现净利润 8.43 亿元（不

含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5.87%；每股收益为 0.18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88%。资产总

额 203.22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1.78%；净资产 141.11 亿元（不含少数股东权益），较上年末减少

0.22%，主要系报告期内派发 2018 年度现金股利所致。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30.44%，较上

年末上升 1.38 个百分点。以上数据表明，本公司经营业绩总体呈现稳定增长，财务结构及资产状

况继续保持良好。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坚持战略引领和高质量发展理念，强化危机意识、竞争意识，以市场为

导向，突出质量效益，积极拓展供排水主业及污泥处理等新业务市场。供水方面：成供水方面：

通过收购重庆市江津区自来水公司等相关供水资产，成功拓展重庆市江津区供水市场，新增供水

产能近 18 万 m
3
/日；污水处理方面：通过收购潼南工业园区（南区）污水处理厂项目，租赁经营

大渡口污水二期、李家沱污水二期、唐家桥污水处理厂等项目，累计新增日处理能力 33 万多 m
3
；

污泥处理方面：成功受托运营昆明市污泥搬迁项目及配套设施。公司将以供排水专业化经营为核

心，坚持存量与增量同步、市场与资本并行，依托资源、专业、区位优势，加紧市内外主业市场

扩张，做优做强做大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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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

（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

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

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所导致影响如

下：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影响金额（元） 

资产： 

应收账款 904,569,214.39 935,946,503.31 31,377,288.92 

其他应收款 459,121,580.14 472,751,767.39 13,630,187.2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00,316,357.36   -500,316,357.3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92,580,108.63 992,580,108.63 

递延所得税资产 34,994,612.44 28,209,183.57 -6,785,428.87 

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3,410,843.58 77,250,406.27 73,839,562.6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5,664,860.50 424,089,049.08 418,424,188.58 

盈余公积 1,485,582,028.68 1,488,778,752.30 3,196,723.62 

未分配利润 3,235,947,033.29 3,270,993,147.28 35,046,113.99 

少数股东权益 22,350,549.44 22,329,759.13 -20,790.31 

 

2.根据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 号），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采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相关规定，所导致影响如下：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并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06,069,214.39 

应收票据 1,500,000.00 

应收账款 904,569,214.39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52,092,958.70 

应付账款 1,052,092,958.70 

（2）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元） 

2018 半年度合并 

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

资产减值损失” 

减：资产减值损失 3,714,564.40 

加：资产减值损失 3,714,5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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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