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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93                               证券简称：华通热力                      公告编号：2020-115 号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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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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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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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通热力 股票代码 002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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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凌宇 赵景凤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6 号三区 4 

号楼 5 层 01 室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6 号三区 4 

号楼 5 层 01 室 

电话 010-83817835 010-83817835 

电子信箱 htrl@huatongreli.com htrl@huatongreli.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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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86,999,322.55 569,585,296.12 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360,131.01 70,498,858.19 1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1,882,573.18 67,304,027.05 21.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5,093,609.89 -209,249,494.06 -60.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41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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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4 2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3% 11.05% 1.6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877,437,424.63 2,014,852,191.88 -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9,118,378.45 636,126,644.42 5.19% 

注：1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4 号第十三条》发行在外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的数量因派发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资本、

拆股而增加或因并股而减少，但不影响所有者权益金额的，应当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由于本期

涉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对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进行重新计算。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79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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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一波 境内自然人 27.93% 57,265,346 57,265,346 质押 39,364,000 

陈秀明 境内自然人 19.84% 40,688,705 32,301,432 质押 23,249,200 

中山通用科技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1% 9,657,133 0   

克拉玛依昆仑

朝阳创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1% 6,994,963 0   

向彦茹 境内自然人 1.01% 2,079,870 0   

陶翔宇 境内自然人 0.99% 2,037,429 0   

姚育新 境内自然人 0.83% 1,694,277 0   

北京科桥成长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1,446,279 0   

王英俊 境内自然人 0.50% 1,026,168 0   

杨勇 境内自然人 0.50% 1,016,57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向彦茹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79,870 股；

股东姚育新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69,627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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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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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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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 年上半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公司的供暖运行服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影响，继续

坚持内生与外延并重的发展战略，提升管理效能，经营业绩保持稳定，生产经营整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58,699.93 万元，营业利润 9,241.58 万元，利润总额 9,204.08 万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8,336.01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18.24%。 

（一）持续推进智慧供热，主营业务持稳 

公司信息化系统全面改进升级，覆盖生产、收费和职能部门管理，通过智慧供热生产运行监控系统可以对在管项目进行

远程监控和调节，通过供热收费系统平台和管理软件，实现业务单元的连接，标准化运营水平大幅提升。公司通过技术创新，

在节能降耗、热效提升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面对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公司积极应对，保证在疫情期间公司

业务正常运转，主营业务持续稳定。2020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58,699.9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06%。 

（二）注重研发，提升核心竞争力 

多年来，公司专注于节能型绿色供热，坚持走以“技术为先导、创新为动力”的节能低碳供热之路，以技术创新引领企业

发展。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获得商标 19 项，专利 61 项，软件著作权 44 项。同时，公司注重加强与高校的交流与合作，全

面开展供热节能技术的创新与研发，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开展资本运作，推进战略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资本运作，业务规模不断扩大。2020 年 6 月份，公司通过收购等方式取得了河北省唐山市迁

西县的供热服务业务，并且获得迁西县的供热特许经营权。在做大做强主营业务的同时，公司积极探索第二赛道，寻找除供

热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的机会。2020 年 7 月，公司收购北京博文汉翔技术培训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进行增资，是公司迈进

教育领域的重要一步。公司将继续积极探索资本市场的运作，继续坚持内涵式发展和外延式发展双轮驱动的战略，遴选优质

企业及项目，把握国家行业整合政策，渐进式完善公司产业升级，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增加长期价值投资的吸引力，

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四）持续优化内部管理，实行学习培训常态化 

公司持续优化内部管理，完善全面预算，加强费用管控，提高管理效率和精细化程度；加强内部风险防控，进一步规范

各项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并加强执行监督。通过开展高管培训、新型学徒制专项培训、一线岗位运行维护基础操作培训、一

线岗位工作标准与服务话术培训等，实行员工学习培训常态化，提高员工综合素质；持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公司品牌

形象，激发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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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 [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旧准

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但对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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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金额。该准则的实施不影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和现金流量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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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公司及 7 家子公司，具体为： 

名称 简称 是否纳入合并范围2020年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是 

北京华通兴远供热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华通兴远 是 

北京华意龙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华意龙达 是 

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华通供热有限公司 宝泉岭 是 

沈阳市剑苑供暖有限公司 沈阳剑苑 是 

迁西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迁西富龙 是 

迁西和然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迁西和然 是 

龙达（北京）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龙达文化 是 

本期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迁西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迁西和然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 家，因投资新设全资

子公司增加龙达（北京）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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