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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董事： 

2020 年度，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规定，切实履行公司及股东赋予董事会的各项职责，

认真贯彻执行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勤勉尽职地开展各项工作，保证了公司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公司董事会现将 2020 年度主要工作及 2021 年的工作计

划报告如下： 

一、2020年主要工作回顾 

2020 年初，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很多既定招标项目和在执行

项目均有不同程度的延期，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疫情快速

得到控制，上下游企业业务正常开展，环保市场逐步复苏。报告期内，公司坚持

以技术创新驱动发展，继续专注于主营业务的发展，巩固公司在相关细分领域的

领先地位，积极开拓市场，加大研发投入，丰富公司业务产业链，提升现有产品

的品质与服务水平，增强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公司以“技术+产品+服务”为核

心，通过立足技术和产品优势，向工程业务、投资运营项目横向拓展，三大业务

板块协同发展互相促进，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 

2020 年公司经营业绩稳步攀升，实现营业收入 5.87 亿元，同比增长 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7,255.92 万元，同比增长 2.17%。报告期内，公司重

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聚焦主业，深耕优势细分领域 

2020 年，公司聚焦核心业务领域，充分发挥公司在市政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河道黑臭水体和村镇污水治理等细分领域的技术优势， 以华东区域为立足点，



积极布局全国市场。报告期内，公司新签订单 4.48 亿元。同时，为降低公司 PPP

项目的实施风险，公司积极与央企展开合作，通过专业分工发挥各自优势，实现

了“1+1＞2”的合作效应。 

2、技术创新硕果累累，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 

2020 年，公司承接的“十三五”水专项子课题“城市污泥资源化利用关键

技术集成验证及推广应用”和子任务“高效反硝化脱氮生物滤池与新型泥膜耦合

脱氮除磷处理关键技术规范化与设备标准化研究、验证及推广应用”完成考核指

标任务，进入验收阶段，相关技术及工程示范为流域水环境治理提供了借鉴经验。

主要研究成果“高效反硝化脱氮除磷生物滤池填料”“高滤速反硝化脱氮生物滤

池”“新型泥膜耦合处理模块化装备”入选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

项标志性成果之六“水污染治理关键技术、核心材料及成套设备国产化与产业

化”，为水专项成果的推广应用做出贡献。 

2020 年 2 月初，由科学技术部、中国工程院立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与环

境的关系及风险防控》攻关项目的“医院废水应急移动强化消毒与病毒传播控制

技术”专题，公司参与该课题的主要装备研发和生产，成功应用在湖北黄冈新冠

病毒定点收治医院的新冠病毒废水处理中，并收到黄冈妇幼保健院发来的感谢

信。“迈巴睿、迈巴盾”新冠医疗废水及伴生废气与污泥处理产品以切实阻断医

院废水中病毒传播暴露途径为目标，解决医院废水处理和排放过程中病毒暴露风

险所有关键节点和全系统病毒阻断问题。迈巴睿/迈巴盾产品平疫转化快，能满

足常规医院、定点医院、方舱医院等多种使用环境：不仅能满足非疫情期间的非

传染病废水处理，而且能快速实现疫情期间的 2019-nCoV 等致病性和其他传统

病毒废水、伴生废气及污泥处理处置。同时，公司还参与编制了国家卫生健康委、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医疗机构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中国

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应急发热及肠道门诊建筑设计标准》。 

2020 年，公司承担的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适应不同需求的黑臭水体快速

净化成套装备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超额完成年度目标，接受省厅开展的“双

随机、一公开”专项检查获得与会专家的一致肯定。参与编制《污水处理成套装

置》国家标准 1 项、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上向流反硝化生物滤池设计标准》

1 项。以上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提标改造、黑臭水体快速净化、农村污



水处理因地制宜整治的模式及案例，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公司水环境综合服务能

力。 

2020 年，公司获授权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8 项，外观设计专利 2

项，软件著作权 1 项，所授权知识产权涵盖黑臭水体处理系统、提标改造及再生

回用、医疗废水、污泥资源化利用、核心控制软件等技术，进一步巩固了公司技

术实力。 

3、污水处理厂（站）出水稳定达标，污水处理投资运营业务再添新成员 

报告期内，公司运营的五河县城市污水处理厂、宜兴市丁蜀污水处理厂、马

鞍山市博望东区污水处理厂和丹阳片区污水处理厂、安徽省精细化工基地污水处

理厂等共计 23 个污水处理厂（站）出水水质稳定达标，在保障疫情防控期间的

本地区民生、企业开工复产等经济恢复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宜兴市丁

蜀污水处理厂 2020 年起排放尾水执行《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

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32/1072-2018），全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进一步

削减，能更加有效控制太湖水体富营养化，推进太湖流域一级保护区环境综合整

治和生态恢复。 

报告期内，宜兴市丁蜀镇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及提标改造项目动工建设，含

山县含山经济开发区东区污水处理厂（一期）及西区污水处理厂（一期）基本建

成，马鞍山城镇南部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5 万 m³/d）BOT 项目进入试运营阶

段。2020 年，公司污水处理投资运营业务实现收入 6930.21 万元，较去年同比增

长 63.43%。 

4、信息化、移动化、数字化提升公司智慧化管理 

2020 年是公司加快信息化发展的关键一年，信息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促进

了企业构建相对完善的内部网络，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而实现资源共

享；借助云计算技术构建业财一体化平台，为企业管理信息化的实现提供支撑；

通过信息系统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管理，并对企业的管理模式进行优化调

整，推动企业稳定、持续发展。 

5、加强内控，规范运作，促进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完善法人治

理结构，不断更新和优化公司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有效内控机制，对公司资源、



组织及投资运作等方面进行风险控制，提高公司整体运作效率和抗风险能力，确

保公司规范运营，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二、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1、报告期内董事会会议情况及决议内容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 5 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真

实、合法、有效。具体情况如下：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决议内容 

第三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 
2020 年 2 月 18 日 

1、《关于批准报出 2019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预案》 

3、《关于重要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 
2020 年 4 月 10 日 

 

1、《关于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 

 

 

 

 

 

 

2020 年 5 月 26 日 

1、《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20 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关于确认 2019 年重大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6、《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自我

评价报告的议案》 

7、《关于公司 2020 年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8、《关于公司 2020 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9、《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含子公司）融资规模

和为子公司参股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10、《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含子公司）对外投资

额度的议案》 

11、《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2、《关于坏账核销的议案》 



13、《关于重要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4、《关于召开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 
2020 年 8 月 31 日 

1、《关于公司 2020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2、《关于不办理二千万元售后回租业务的议案》 

3、《关于对参股公司进行二阶段注资的议案》 

4、《关于公司申请授信及开立履约保函的议案》 

5、《关于公司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 
2020 年 12 月 18 日 

1、《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2、《关于公司成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战略配售事项

的议案》 

3、《关于公司申请授信及开立履约保函的议案》 

2、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 1 次年度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要求，严格按照股东大会决议的授权，

认真贯彻执行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三、未来发展展望 

2021 年 1 月 1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0 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污水

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发展目标：到 2025 年，

全国污水收集效能显著提升，县城及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基本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水环境敏感地区污水处理基本实现提标升级；全国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

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5%以上，京津冀地区达到 35%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

畜禽粪污和渔业养殖尾水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污水资源化利用政策体系和

市场机制基本建立。到 2035 年，形成系统、安全、环保、经济的污水资源化利

用格局。 

根据住建部统计数据，2017-2019 年我国城市市政污水再生利用率分别为

14.49%、16.40%、20.93%，呈现了一个稳步提升态势，但距离 2025 年 25%以上



的目标还是存在一定差距。截至目前来看，污水资源化利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随着污水资源化加速推进，未来水处理产业空间有望逐步被释放。 

2020 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

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优先解决乡镇所在

地和中心村生活污水问题，村镇污水治理市场空间仍有较大空间。 

公司将紧密服务于国家绿色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以 BAF 工艺技术及核心产

品、智能化污水处理设备为核心，重点围绕城镇污水处理厂提质增效、村镇污水

处理、黑臭水体治理以及资源化利用等突出领域，不断提高核心技术水平和市场

竞争力，努力打造成国内知名水环境治理专业服务商。 

1、发挥核心技术和产品优势，加快主业发展，提升盈利水平 

公司将凭借自主知识产权的 BAF等核心技术优势，在水环境治理领域积累和

打造较为广泛、全面的产品和服务业态，利用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和水环

境治理行业转型升级契机，加快向省内外目标市场的推广应用，持续扩大经营规

模、创收增利。 

2、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速重点项目研发进度，加强研发技术创新能

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公司将在现有的传统环保产业工艺上开展全方位的科技创新，体现出公司专

业化水平，努力成为行业标杆企业。公司未来将继续布局污水资源化技术，实现

高效回收污水中的资源和能源，将污水处理厂升级为兼具保护环境、增加水资源、

生产能源等多功能的产业综合体。同时通过工艺操作标准化、数字化提高市场竞

争能力，实施功能特色化，打造具有华骐环保特色和最具竞争力的智慧水务平台。 

3、聚焦细分领域，业务纵深发展，“管家式服务”保驾护航 

公司将继续深耕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黑臭水体治理以及村镇污水处理等细分

领域，以“技术+产品+专业服务”三位一体的方式，在为客户提供技术和产品

的同时，更注重提供配套的管家式服务，既管建，更管用，真正做到为客户创造

价值，提高客户粘性。 

4、借助资本市场东风，开启新征程 

2021 年 1 月，公司已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募集资

金到位后，公司将积极调配各项资源，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争取募投项目早日投入运营并实现预期效益，助力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 

5、规范履行信息披露，完善治理结构，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2021 年，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建立和健全投资者

沟通平台，规范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提升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与及时性，

加强公司与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的沟通，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稳定的良

好互动关系，提升公司的诚信度、核心竞争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坚持持续稳定

的分红政策，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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