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598                            证券简称：兴蓉环境                            公告编号：2020-19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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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易永发 独立董事 疫情管控 王运陈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968,576,32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9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同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2019 年度实施回购股份使用的资

金 78,144,243.92 元视同现金分红，公司 2019 年度现金分红总金额为 345,316,112.81 元。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兴蓉环境 股票代码 0005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璐 梁一谷 

办公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锦城大道 1000 号 4-5 层，成

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锦城大道 1000 号 4-5 层，成

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 （028）85007801 （028）85007801 

电话 （028）85913967 （028）85913967 

电子信箱 xrec000598@cdxrec.com xrec000598@cdxre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为国内领先的水务环保综合服务商，拥有中国西部排名第一的供排水规模，并充分

利用现有优势，布局新兴产业，大力推进环保项目建设运营，形成了集投资、研发、设计、

建设、运营于一体的完善产业链。公司秉承“让环境更优，让生活更美”的责任理念，致力于

提供水务环保、废弃物处置、资源循环利用等综合解决方案，不断推动企业持续、稳定、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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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地发展。 

公司目前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如下： 

（一）自来水业务 

公司自来水业务包括从水源取水、自来水净化、输水管网输送、自来水销售及售后服务

的完整供水产业链。公司享有向自来水终端用户直接收取水费的权利，调整水价需遵循一定

的程序，并经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公司主要以BOO等模式开展自来水业务，项目

分布在四川、江苏和海南，目前运营及在建的供水项目规模逾330万吨/日。 

（二）污水处理及中水利用业务 

公司从事城市生活污水、农村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等污水处理业务，污水处理项目分布

在四川、甘肃、宁夏、陕西、江苏和广东，运营模式主要包括BOT、BOO、TOT及委托运营

等。公司享有在特许经营权范围内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并向相关政府收取费用的权利，污水处

理服务费结算价格由相关政府部门每3年核定一次。目前，公司运营及在建的污水处理项目规

模逾350万吨/日。 

公司从事的中水利用业务包括中水利用项目的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管理等，拥有在

特许经营权范围内提供相应服务并向相关政府收取中水服务费的权利。目前，公司运营及在

建的中水利用项目规模为85万吨/日。 

（三）环保业务 

公司从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渗滤液处理和污泥处置业务，运营模式包括BOT、BOO

等。 

1、垃圾焚烧发电 

公司目前运营及在建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规模为6,900吨/日。公司根据相关特许经营协议

的约定获得垃圾处理服务费和发电收入。 

2、垃圾渗滤液处理 

公司目前运营及在建的垃圾渗滤液处理项目规模为5,630吨/日。公司根据相关特许经营协

议的约定收取垃圾渗滤液处理服务费。 

3、污泥处置 

公司目前运营及在建的污泥处置项目规模为1,080吨/日。公司根据相关特许经营协议的约

定收取污水污泥处理费。 

（四）工程业务 

公司以市政管线建设为主业，着力拓展水务环保项目设计与施工、技术咨询与开发、供

排水管网探测等业务。目前拥有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给水工程）专业甲级资质、工程设计市

政行业（排水工程）专业乙级资质、市政工程总承包二级资质等相关资质，公司以“服务城市，

打造品质工程”为执行标准，提供安全放心的施工建设一体化服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4,838,024,958.01 4,159,649,975.76 16.31% 3,731,144,95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1,299,292.81 988,029,859.63 9.44% 895,746,9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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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0,602,107.06 937,815,530.73 13.09% 896,643,607.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1,443,807.79 1,910,920,157.74 -1.54% 1,657,270,342.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3 9.09% 0.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3 9.09% 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2% 9.84% 0.18% 9.64%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25,337,499,212.91 20,921,739,931.72 21.11% 18,754,656,11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46,562,010.35 10,444,423,883.49 7.68% 9,684,011,081.7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58,978,966.45 1,154,662,732.98 1,170,247,696.67 1,554,135,56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923,646.21 334,144,261.34 338,286,422.23 147,944,96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8,047,023.36 325,313,915.06 331,319,002.56 145,922,166.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4,421,252.60 529,313,821.89 597,799,101.35 459,909,631.9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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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30,29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26,199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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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环境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18% 1,259,605,494 0   

三峡资本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22% 96,124,903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5% 73,067,034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81% 53,927,300 0   

常刚 境内自然人 0.99% 29,621,76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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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中证四

川国企改革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9% 20,694,700 0   

高云 境内自然人 0.59% 17,735,491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9% 17,598,340 0   

李慧 境内自然人 0.54% 16,125,420 0   

刘在京 境内自然人 0.45% 13,346,79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持股 5%以上（含 5%）的股东仅成都环境集团一家，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关联

属性为控股母公司，所持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2）公司前 10 名股东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3）未知其他

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李慧通过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6,125,420 股，刘在京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341,792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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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 

16 兴蓉 01 112413.SZ 2021 年 07 月 27 日 107,659.5 4.05% 

2019 年第一期成都

市兴蓉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绿色债券 

19 兴蓉 G1/19 兴蓉

绿色债 01 

111081.SZ/1980144.

IB 
2024 年 04 月 29 日 80,000 4.26% 

2019 年第二期成都

市兴蓉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绿色债券 

19 兴蓉 G2/19 兴蓉

绿色债 02 

111087.SZ/1980348.

IB 
2024 年 11 月 28 日 100,000 3.58%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期支付"14 兴蓉 01"公司债券本息 116,039 万元，支付"16 兴蓉 01"公司债

券利息 3,245 万元，回售本金 2,340.50 万元。报告期内，“19兴蓉 G1/19 兴蓉绿色债 01”和“19

兴蓉 G2/19 兴蓉绿色债 02”未到付息日，尚未发生付息兑付。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出具了《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跟踪评级报告（2019）》，评级等级均为主体AAA，债项AAA。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于公司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评

级公司网站上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请投资者关注。在债券存续期内，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根据《跟踪评级

安排》，定期或不定期对评级对象进行跟踪评级，根据跟踪评级情况决定是否调整信用等级，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外公

布。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出具了《2019年第一期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

信用评级报告》，于2019年11月4日出具了《2019年第二期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信用评级报告》，评级等

级均为主体AAA，债项AAA。 

报告期内，因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公司进行了主体评级，不

存在评级差异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2.66% 46.69% 5.9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6.81% 21.13% -4.32% 

利息保障倍数 5.49 6.57 -16.4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公司始终围绕“打造全球同行业知名企业”的发展目标，锐意进取，奋发有为，

高质量服务社会民生，高效率参与市场竞争，着力优化产业布局，不断强化战略支撑，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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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水务环保综合服务能力，持续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动能。 

（一）经济效益增量提质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面保持良好态势，财务结构及资产状况稳健，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

升，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公司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48.38亿元，同比增长16.31%；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10.81亿元，同比增长9.44%。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253.37亿元，较期初增

长21.11%；归属母公司的净资产为112.47亿元，较期初增长7.68%。 

2019年全年，公司售水总量为88,875万吨；污水处理总量为98,840万吨；污泥处理总量为

14.06万吨；垃圾焚烧发电量为46,732万度；垃圾渗滤液处理量为84万吨；中水售水总量为8,438

万吨。 

（二）市场开拓成效显著 

2019年，公司积极推进成都市域供排水资源整合，并在市政供排水业务基础上，向工业

污水处理领域不断延伸。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了西南航空港组团工业集中发展区第六期工业污

水处理厂一期项目、彭州市工业污水厂一期PPP项目、简阳市三个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委托运

营等项目。公司还取得了第一座地埋式污水处理厂项目——新津红岩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此外，公司紧扣成都“东进战略”，在落地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供水项目后，新设成都空港新城

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参与空港新城区域的水务环保项目的投资开发。公司在深耕成都的同时，

依托异地已有资源布局，不断辐射拓展。报告期内获得江苏沛县供水PPP项目（增加投资部

分），所属阿坝兴蓉公司在落地理县、茂县特许经营项目后，受托运营多个自来水厂、污水

处理厂。 

（三）重点项目全速推进 

报告期内，成都隆丰环保发电厂项目和成都市固体废弃物卫生处置场渗滤液处理扩容工

程（三期）顺利投运；成都市绕城高速给水管输水管道（光华八线-江家立交）工程、成都合

作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天府国际机场净水厂及原水输水管道工程、巴中市污水处理厂迁建

工程、沛县地表水厂二期扩建及深度处理工程等项目建成通水；成都市第一城市污水污泥处

理厂二期主体已完工，设备已安装就位；成都市中和污水厂二期、成都市第五、七、八净水

厂再生水利用工程等项目厂内部分已达到通水条件；成都市第六、七、九净水厂提标改造项

目、成都市自来水七厂三期、广安市岳池县嘉陵江水源供水工程、成都万兴环保发电厂二期

和三期等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四）积极优化营商环境 

公司作为提供重要民生服务的企业，通过切实抓好供水、污水处理、污泥处置等水务环

保设施的运行管理，保障城市环境品质，助力成都打造一流国际化营商环境。报告期内，公

司各生产单元稳定运营，各项指标达到或优于国家标准。同时，公司积极对标同行业先进企

业，通过建立业务标准流程、健全“互联网+”服务机制等措施不断改善服务细节、提高业务办

理效率，为客户提供更加精准贴心的服务。 

（五）资金保障持续强化 

公司采取“股权与债权融资相配套、长期融资与短期融资相匹配、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

结合”的融资思路，以项目为载体实施精准融资，保障重要项目的顺利建设，促进公司持续稳

定发展。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发行绿色企业债，共募集资金18亿元，刷新了自1998年以来四

川省企业债券的最低利率发行记录，进一步实现了低成本融资，这也标志着公司全部贯通了

中国证监会、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和国家发改委三大债券主管部门的融资渠道。此外，

公司不仅以固定资产贷款的传统融资方式支持子公司的项目建设，还利用LPR调降的窗口期

积极争取政府专项债资金作为项目启动的撬动杠杆，减少了对传统融资方式的依赖，形成了

持续的投资能力。 

（六）有序推进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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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序推进改革转型工作，不断革新举措，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增强公司

经营活力和综合竞争力。一是推进二次混改，开展股份回购，探索员工中长期激励机制，并

积极对接战略合作方。二是围绕“人才强企”战略，做好引才、育才、用才工作，营造干事创

业良好氛围。三是坚定“三项制度”改革发展方向，落实改革重点，制定配套制度，优化管控

体系。四是通过完善制度环境，创新管理举措，不断强化内部管控效果。 

（七）党纪工作筑牢筑实 

报告期内，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一是高站位发挥党委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坚持

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打造助力公司改革发展的“红色引擎”，引领企业发展。二

是高标准建设企业政治课堂，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中央、省委、市委全会精神。三是高质量开展主题教育，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四是高效率

提升企业党建工作质量，完成公司党委换届选举工作，修订完善党建工作制度，持续开展“环

境先锋工程”活动，深化“环境先锋”品牌建设。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自来水制售 1,990,838,749.75 1,004,999,586.10 49.52% 7.50% 7.35% 0.07% 

污水处理服务 1,318,629,951.21 808,488,168.11 38.69% 11.51% 10.46% 0.59% 

供排水管网工程 796,985,656.43 656,502,874.91 17.63% 40.11% 55.56% -8.1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按照财政部2017年颁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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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

具列报》的要求，变更相应会计政

策，并按规定于2019年1月1日开始

执行。 

经本公司

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

过。 

按照财政部2017年颁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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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

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公司于

2019 年1月 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

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按照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印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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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对2019年度

中期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

报表执行新会计政策。 

经本公司

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

过。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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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本集团采用修订后

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

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按照财政部2019年新修订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财会〔2019〕8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财会〔2019〕9号）的要求，变

更会计政策，并按规定于2019年1

月1日开始执行。 

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

及《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的通知》（财会〔2019〕9号）的有关要求，公司对会计

政策进行变更，并于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新设立子公司岳池兴蓉公司 

2019年3月，本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水务建设公司合资设立岳池兴蓉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98.00%、水务建设公司持股比例2.00%。 

2）新设立子公司空港水务公司 

2019年7月，本公司与成都国际空港新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空港水务公司，注册

资本人民币20,000.00万元，成都国际空港新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40%，本公司持

股比例为60%。 

3）新设立子公司简阳成环公司 

2019年12月，本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简阳成环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4）新设立茂县兴蓉公司 

2019年1月，本公司下属阿坝兴蓉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茂县兴蓉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6,500.00万元。 

5）新设立理县兴蓉公司 

2019年3月，本公司下属阿坝兴蓉公司与理县祥润供排水环境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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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理县兴蓉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500.00万元，阿坝兴蓉公司持股比例95.00%。 

6）注销成都兴蓉拉豪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5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清算注销

成都兴蓉拉豪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2019年7月25日，拉豪公司完成清算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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