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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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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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324,733,837.29 4,856,293,798.16 4,856,293,798.16 -1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924,643,039.20 2,909,508,004.13 2,909,508,004.13 0.5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173,656,850.13 230,047,071.29 230,047,071.29 -24.51 



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395,250,354.41 456,681,295.10 456,681,295.10 -1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1,536,690.03 113,985,635.11 113,985,635.11 -1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81,718,029.07 109,715,750.08 109,715,750.08 -25.5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10 4.08 4.08 减少0.98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0 0.12 0.12 -16.6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0 0.12 0.12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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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39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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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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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国家 23.18 216,795,172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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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9,488,659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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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袁家倬 境内自

然人 

0.35 3,283,843 0 无 0 

傅立为 境内自

然人 

0.26 2,462,400 0 无 0 

熊国强 境内自

然人 

0.26 2,439,60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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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陈锡球 境内自

然人 

0.24 2,199,299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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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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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在宏观经济进一步承压、行业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公司按照发展战略，以年

度既定的目标任务要求全力促发展，聚团结之力，行务实之举，强化内部管理，促进各项业务协

调发展。 

（一）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供水量为 11,951.05 万立方米，完成全年计划的 45.97%，较上年同期

12,713.05万立方米下降了 5.99％；完成售水量 10,782.92 万立方米，完成全年计划的 46.88%，

较上年同期 11,417.38 万立方米下降了 5.56％；平均日供水量 65.67万立方米；产销差率 9.77%；

水质综合合格率为 100%。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污水处理量为 310.62万立方米，较上年同期 331.87万立方米同期减少

了 6.4%；完成结算量为 346.19万立方米，较上年同期 342.15万立方米增加 1.18%。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 432,473.38 万元，同比下降 10.95%；净资产 292,464.30 万元，同

比下降 1.39%；营业收入 395250.40 万元，同比下降 13.45%；净利润 8,858.87 万元，同比下降

23.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53.67万元，同比下降 19.69%。 



（二）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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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农村供水管网及一户一表改造工程，公司已对全市 12 个镇（街道）308

个自然村共 24762户进行农村管网及一户一表改造工作。2020年，华士、祝塘、长泾、南闸及云

亭五个镇（街道）33个自然村共 3000户有改造需求。目前华士、祝塘、长泾三镇共 2105户改造

项目政府立项已完成,项目施工预算已报公用事业局审批。南闸涂镇村 498户农网改造项目已经进

场施工；云亭佘城村 233 户农网改造项目已完成设计及预算审计工作；南闸龙运村 260 户农网改

造项目完成设计方案确认工作。（2）江阴市澄南加压站及配套管线工程，已取得土地证，目前办

理规划许可等手续。（3）江阴市澄西水厂深度处理工程，目前在施工图审阶段。（4）江阴市肖山

水厂深度处理工程，已完成施工许可证办理，目前进行工程桩施工。 

（三）拓宽融资渠道，筹措发展资金。 

为进一步支持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降低财务费用，拓宽融资渠道，公司拟以自身未来特定

期间的供水收费收益权作为基础资产，通过合格证券公司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发行资产支

持证券的方式进行融资。2020 年 6 月 17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对德邦证券江南水务

供水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择

机发行。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含）的短

期融资券。目前正在进行申报中。 

（四）推进技术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 

公司开展技术创新，积极推进各项科研项目，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智慧水务

研究院与哈工大合作的产学研项目“城市水处理厂絮凝投药智能复合控制系统研究”已完成系统

设计及设备采购，7月份开始安排现场设备安装；“钢管不规则端面的切割坡口装置”项目已通过

验收；“次氯酸钠消毒对长江水源自来水水质的影响”、“炭砂滤池的应用研究”已通过初验。进一

步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了“蓄水池水位远程智能控制系统”、“一种基于

小口径球墨铸铁管道的安装夹具”、“一种基于螺纹管的异形角度切割器”3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

“供水管网管理系统[简称：管网管理系统 V1.0]”、“雨水泵房 I/O控制系统[简称：I/O控制系统 

V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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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



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进行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

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

响 
2020 年 1 月 1 日 

应收账款 144,869,682.89 -109,265,575.64 35,604,107.25 

存货 33,772,352.91 -12,560,819.28 21,211,533.63 

合同资产 — 121,826,394.92 121,826,394.92 

预收款项 392,569,316.60 -307,942,486.75 84,626,829.85 

合同负债 — 307,942,486.75 307,942,48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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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