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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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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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锋 陈敏新 

电话 0510-86276771 0510-8627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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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master@jsjnsw.com master@jsjns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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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4,802,481,648.82 4,333,314,106.27 1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781,668,920.52 2,738,627,684.72 1.5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0,047,071.29 82,682,811.95 178.23 

营业收入 456,681,295.10 423,405,359.29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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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3,985,635.11 91,941,356.80 2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9,715,750.08 83,936,631.13 3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8 3.34 增加0.7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9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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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1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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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市城乡给排水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35.19 329,082,580 0 无   

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国家 23.18 216,795,172 0 无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15 48,150,952 0 质押 18,000,000 

李卫萍 境内自

然人 

1.06 9,954,250 0 无   

江阴市新国联电力发展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50 4,720,000 0 无   

袁家倬 境内自

然人 

0.27 2,507,843 0 无   

江阴市新国联基础产业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25 2,380,000 0 无   

陈锡球 境内自

然人 

0.23 2,194,700 0 无   

傅立为 境内自

然人 

0.22 2,075,200 0 无   

徐素华 境内自

然人 

0.22 2,062,432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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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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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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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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在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趋严的行业环境下，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确定的年度目标任

务，以坚忍不拔的毅力、砥砺奋进的作为推进各项工作。 

（一）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 480,248.16 万元，同比增长 10.83%；净资产 278,166.89 万元，同比

增长 1.57%；营业收入 45,668.13万元，同比增长 7.86%；净利润 11,546.33万元，同比增长 2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98.56 万元，同比增长 23.98%。 

（二）自来水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供水量为 12,713.05 万立方米，完成全年计划的 48.90%，较上年同期

13,257.81 万立方米下降了 4.11％；完成售水量 11,417.38 万立方米，完成全年计划的 49.64 %，

较上年同期 12,278.35 万立方米下降了 7.01％；平均日供水量 70.24 万立方米；产销差率 10.19%；

水质综合合格率为 100%。 

（三）工程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项目建设，严控项目质量、进度和成本，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具

体进展情况如下：（1）江阴市绮山应急备用水源地工程已于 2019 年 1 月 1日试运行。（2）江阴市

秦望山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常规线）项目，环评批复已完成，用地规划许可完成并取得土

地证，目前项目施工前期手续正在办理中，现规划方案已通过，正在报批施工图联合审查；施工

单位已进场，正在搭设临时设施、围墙、清表等工作。（3）全市农村供水管网及一户一表改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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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目前完成云亭镇 8 个自然村、433 户，长泾镇 6个自然村、448 户的方案设计和预算编制工作；

完成华士镇、向阳村 1400 户的方案设计工作。（4）江阴市澄南加压站及配套管线工程，目前仍在

办理土地挂牌等手续。（5）江阴市澄西水厂深度处理工程，已取得《关于江阴市澄西水厂深度处

理工程核准批复》（澄港开委投核[2019]3 号），完成项目立项，施工图设计招标。（6）江阴市肖

山水厂深度处理工程，已取得《关于江阴市肖山水厂深度处理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澄行审投核

[2019]4 号），已完成项目立项，施工图设计招标。 

（四）污水处理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污水处理量为 331.87 万立方米，较上年同期 341.59 万立方米减少了

2.85%；完成结算量为 342.15 万立方米，较上年同期 335.61 万立方米增长了 1.95%。 

报告期内，恒通公司通过工程改造，强化生产工艺管理措施，有力保障了污水处理的达标排

放。由于提标改造工程投入和污泥处置费提价等因素，污水厂生产成本显著提高，公司结合周边

污水厂污水处理费整体提价的实际情况，积极与属地政府、企业沟通，协商生活、工业污水调价

事宜，合理调整了污水处理费价格。 

（五）推进技术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 

公司大力开展技术创新，积极推进各项科研项目，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与

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课题“长江下游（江阴段）水质变化规律及“指纹识别”模式的特征污染物

数据库建立研究”已启动。项目从 2018 年 1 月开始，计划 2019 年 5 月完成。2019 年 5月完成了

项目验收报告编制，目前正准备项目验收。公司《智慧水务 2.0 的规划大纲》进行了认证，完成

了规划大纲细化的初稿编制，目前《智慧水务 2.0 规划》将进行内部征求意见和专家论证。7 月

12 日，公司科技项目《蓄水池水位远程智能控制系统》进行评审验收，蓄水池水位远程智能控制

系统在调度系统集成、管网数据采集监控、水务物联网等方面有很好的适用性。进一步发挥自主

知识产权优势，取得了用于水管检漏的高精度定位装置、供水管网漏损管理系统、江南水务雨水

泵房手机物联网系统（android 版）三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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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

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董事

会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800 万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 8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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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说明：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一一金

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一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一一金融工具列

报》(2017 年修订）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一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

计准则第 37 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

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

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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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修订后的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进行编制财务报表。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 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财务报表列报影响如下：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额 

应收票据 — 4,559,203.84 4,559,203.84 

应收账款 — 219,920,769.17 219,920,769.1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24,479,973.01 — -224,479,973.01 

应付票据 — 38,400,000.00 38,400,000.00 

应付账款 — 467,420,951.40 467,420,951.4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05,820,951.40 — -505,820,9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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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800 万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 8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