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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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城水业 60046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邓勋元 桂蕾 

电话 0791-85238232 0791-85235057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灌婴路99

号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灌婴路99

号 

电子信箱 dxy600461@163.com guilei000006@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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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4,683,903.65 9,986,382,242.90 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778,166,216.43 3,528,959,295.14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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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443,267.61 254,586,781.48 63.58 

营业收入 2,595,317,193.29 2,246,794,537.51 1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3,335,142.46 163,735,211.65 4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9,641,055.74 158,922,115.78 44.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66 4.97 增加1.6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1 0.21 47.6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1 0.21 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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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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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

人 

31.3295 247,375,806 0 质押 90,720,000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8.6552 68,341,014 0 无   

南昌市政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4.9992 39,473,385 0 无   

李龙萍 境内自

然人 

4.9992 39,473,384 0 质押 39,473,384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

人 

4.9000 38,689,978 0 未知   

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限公

司 

其他 4.3892 34,656,813 0 未知   

南昌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国有法

人 

1.5420 12,175,827 0 无   

袁河 境内自

然人 

0.8683 6,856,322 0 未知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招商

银行－国泰君安君享新发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315 5,775,556 0 无   



卢红萍 境内自

然人 

0.7291 5,757,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为公司控股股东；（2）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南昌市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为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3）前十大股东（除上述以

外）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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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以来,公司以贯彻实施“三大发展战略”为主线，以“十六字”工作方针为指引，以

推进“五大攻坚战”为抓手，聚焦全年经营目标，在“提升运营效益、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机制

体制、加强资本运作”四个方面精准发力，持续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平稳，完成自来水售水量 16,452 万立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

4.37%；完成污水处理量为36,585万立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6.21%；南昌燃气完成燃气销售23,234

万立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 20.11%；公用新能源完成 CNG 销售 1,711.63 万立方米，比上年同期

增长 15.68%。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9,53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5.51%；利润总额

38,45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5.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334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48.62%。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1,016,46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77,817万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7.22%和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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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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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相应调整。 

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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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其他说明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

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

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以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

融工具列报》。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前述准则，

并根据前述准则关于衔接的规

定，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对财

务报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 

详见五、41.（3）首次执行新

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

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

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

况 

其他说明：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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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 年

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30,776,920.94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630,776,920.9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190,085,627.18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190,085,6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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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