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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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安爱众 60097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非 曹瑞 

电话 0826-2983218 0826-2983188 

办公地址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渠江北路

86号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渠江北路

86号 

电子信箱 Hefei00621@163.com Caorui8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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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6,973,734.01 8,814,994,490.81 -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871,672,357.48 3,814,258,709.28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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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950,988.48 144,389,427.06 19.09 

营业收入 1,031,595,638.37 1,107,004,053.15 -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5,404,114.92 134,435,391.98 -3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0,097,451.01 129,053,533.21 -37.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22 3.40 减少1.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82 0.1418 -37.8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82 0.1418 -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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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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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5.55 191,656,488 0 质押 84,500,000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2.15 149,717,599 0 无 0 

四川裕嘉阁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38 91,000,000 0 质押 91,000,000 

四川大耀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38 91,000,000 0 质押 91,000,000 

新疆天弘旗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27 65,000,000 0 质押 65,000,000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

人 

4.90 60,389,651 0 无 0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2.91 35,907,183 0 无 0 

广安神龙实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36 29,082,156 0 质押 13,000,000 

杨林 境内自

然人 

2.06 25,351,296 0 质押 19,500,000 

北京风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风炎投资·安瑞 1号私

募基金 

其他 1.76 21,638,754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本报告期末，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3.73%的

股份；2、爱众集团与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

《关于表决权等事宜的协议》，将“领瑞投资.安瑞 1号”

基金作为爱众集团一致行动人在二级市场增持股票。此

后，爱众集团与嘉兴风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基金管理

人）、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基金管理人）、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基金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原基金托管人）签署了《风炎投资安瑞 1号基金基

金管理人、托管人变更协议》，基金名称由领瑞投资.安瑞

1号变更为风炎投资.安瑞 1号，基金管理人变更为嘉兴风

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变更为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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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四 川 广 安

爱 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4 年公

司债券（第

一期） 

14 爱众 01 122335 2014 年 10

月 28 日 

2021 年 10

月 28 日 

245,838,000.00 6.00 

四 川 广 安

爱 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8 年公

司债券（第

一期） 

18 爱众 01 143802 2018年9月

17 日 

2023年9月

17 日 

200,000,000.00 6.2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2.11 53.85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16 7.38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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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86.07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72

亿元。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32 亿元，同比减少 6.81%；实现净利润 0.85 亿元，同比

减少 36.47%。实现售水量 3563.12万 m3，同比增长 5.15%；实现电网销售电量 13.05

亿 KWH，同比增长 11.26%，其中供区售电量 6.88亿 KWH，同比增长 3.84%；完成发电

量 7.38 亿 KWH，同比增长 19.52%；实现售气量 11274.30万 m3，同比增长 0.31%。 

（一）立足“转型路”，企业发展稳步推进。一是为加快实现“绿色创新性公用

事业解决方案服务商”的战略愿景，公司发布了战略落地实施意见，明确了今后三年

战略落地的承接模式、实施路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二是全力推进新能源智慧产

业园建设的前期筹备及招商工作，目前数家水电气智能制造类企业正在办理入园事

宜。三是匹配市场化组织架构和薪酬体系，加快爱众能源工程公司、爱众公用服务公

司的业务转型和爱众信息科技公司的设立事宜。四是积极拓展融资渠道，获得海外直

贷 1 亿元，新增银行综合授信 10.06 亿元，注册中期票据 10 亿元，拟申请注册发行

超短期融资券 10亿元。 

（二）聚焦“强服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一是线上服务逐步“发力”，掌上

爱众 APP 各项功能不断丰富完善，报告期内新增注册用户 16.84万户，总注册用户突

破 56 万人，线上收费 138.08 万笔，收入金额 2.28 亿元，吸纳预存 6430.15 万元。

二是线下服务再优化，通过打造前台一体化，优化线下业务流程，前台统一受理客户

水电气业务需求，全面贯彻落实“一站式服务”、“首问责任制”、“内转外不转”，

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下半年将全面开放 APP线上业务办理功能，力争实现让客

户“最多跑一次”或“零跑路”的目标，全面提升整体营服水平。三是 96503服务热

线整体满意度继续提升。2020年上半年 96503 服务热线累计受理热线 79977件，现场

办结 56230 件，派发工单 23747 件，整体满意度 99%，抢修类到达现场及时率 98%；

掌上爱众 APP平台，共计收到 726条后台评价，累计受理 3358件售后服务留言信息。

四是启动品牌战略实施规划，聘请三方机构对公司品牌管理全面梳理。 



（三）紧扣“保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是紧跟城市发展步伐，编制“十

四五”水、电、气专项规划，满足城市扩张用能和乡村振兴电能需求。二是新冠疫情

发生以来，公司主动作为，积极研讨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因素。严格按照中央、省、

市、区各项决策部署，全力抗击疫情，确保水电气供应安全、稳定、可靠。第一时间

提出“欠费不停供、免收违约金”，让居民安心居家、企业满能复产；抽派 500余名

志愿者参与 169个小区疫情防控。三是坚决执行中央、省、市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扶

助政策，落实专项保障方案，助推工商业加快复工复产；四是加大复工力度，完成 2019

年农网改造项目 14 个、电能质量改善工程 102 个、迎峰度夏工程 7 个，加快花园二

水厂、穿石 110kV输变电新建工程、农网改造及迎峰度夏等民生重点工程项目建设。 

（四）筑牢“主阵地”，党的建设全面加强。一是夯实党建基础，完成公司所有

党组织及中层换届。二是健全完善公司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研究出台《关于进一

步健全完善公司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及纪检监察机构建设的通知》，着力解决公司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和纪检监察机构不健全等问题。三是持续深化“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基础管理年总体要求，开展“联系服务基层”活动和“制度

废改立”工作，夯实内部管理，堵塞管理漏洞。四是持续开展纪律作风整治。开展“脱

岗及在岗不履职”专项整治、全员廉政风险大排查大整改，签订廉政责任书 2000 余

份。扎实开展五项整治和“4+2”系统治理，通过自查已发现 5个方面 36个问题，已

完成整改 27个。 

（五）围绕“惠民生”，社会奉献有力推进。一是多措并举为客户减负，及时执

行各项水、电、气降价政策，为客户减少费用支出 5299 万元；积极代替网内大客户

实现富余电量交易 100 余万千瓦时，为客户节约购电成本约 12 万元。二是为广安市

10名援鄂医护人员配置专职客户经理，减免 1 年水电气费用，免费维修更换老化的水

电气线路设备。三是作为广安唯一一家入选全国“千户集团”纳税企业，上半年缴纳

税费 0.99亿元。积极响应政府支持保就业、促民生号召，开放就业岗位 79个。四是

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机遇，统筹推进水电气“十四五”规划，全面落实

脱贫攻坚任务，及时传导减税降费政策红利，以商招商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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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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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