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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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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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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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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天健审[2021]2128 号审计报告确认：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合并报表净利润为 138,611,912.16 元，本年度实际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 59,417,360.5

元。 

公司 2020 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拟以总股本 352,995,75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1.5 元(含税)现金红利，派发现金总额为 52,949,363.7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

配；本次不派发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以上利润分配方案须交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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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钱江水利      600283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伟军 杨文红 

办公地址 杭州市三台山路3号 杭州市三台山路3号 

电话 0571-87974387 0571-87974387 

电子信箱 pwj@qjwater.com ywh@qjwater.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同时经营污水处理和市政自来水管道安装业务。公司产

业链条完整，享有厂网一体化、供排水一体化优势。公司主业所处的水务行业受到国家政策支持，

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公司在水务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公司未来发展前景良好，公司对中



国未来的环保产业与水处理行业充满期待和希望。  

公司供水业务涵盖供水服务全产业链，包括原水、取水、制水、输水到终端客户服务，总供

水设计规模 225 万吨/日。主要经营模式有自主投资运营模式、BOT 模式、TOT 模式和委托运营模

式等。 

公司主要通过与当地水务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组建水务公司，运营供水项目。包括：

1.原水供应：将水库原水通过供水管网直接输送给制水企业，业务主要分布在嵊州及兰溪，设计

规模 20 万吨/日；2.自来水供应：将原水通过自来水处理工艺后，将符合国家标准的自来水通过

城市供水管网销售并输送给用户，业务分布杭州、舟山、丽水、永康、兰溪、平湖、金西、安吉

等地，总设计规模 160 万吨/日。  

公司污水处理业务系从城市污水管网收集生活污水、工商业污水、雨水及其他污水进行无害

化处理，使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达到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污水处理设计规模 45 万吨/日。公司污

水处理项目由丽水供排水、永康钱江水务以及宁海兴海污水公司运营。  

公司管道安装业务作为水务业务的延伸，包括管道安装工程业务和水务工程材料销售，其中

管道安装工程业务一般由水务公司下属安装分子公司承接施工，主要业务包括房产片区自来水管

道铺设、农村自来水及管网铺设和配合市政道路自来水管道铺设等工程施工业务。 

    (二)行业情况： 

1、近年来，我国水务市场用水需求总量基本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水务行业发展目前进入相

对成熟阶段，其中：供水处于成熟后期；污水治理处于成熟期早期，河道治理与生态修复全面铺

开，污水处理率和污水处理能力快速增长，污水处理设施掀起升级改造潮；智慧水务逐渐成为水

务市场新的投资热点。未来水务产业的发展机会在二次供水、农村环境治理、黑臭水体治理、水

环境综合治理等方面体现。 

2、今年进入十三五的收官之年，十四五期间供水行业会预计会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1）未来一段时间更多的是央企、国资主导的投资； 

（2）无接触经济、数字经济、智慧水务将加速：智慧水务近几年已经成为水务行业发展的热

点，利用智慧水务技术提升水务业务的竞争力，代表了行业的发展方向； 

（3）城镇污水管网提质工作快速推进:2019 年住建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城镇污水提质增效三

年行动方案（2019-2021 年）》，提出提质增效三年目标，即“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无生活

污水直排口，基本消除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空白区，基本消除

黑臭水体，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效能显著提高”； 

（4）资源安全保护措施将全面升级:国家仍将持续加大对水生态安全各方面（供水、污水、

水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资本开支力度，水生态一体化、系统化的保护与治理工作也将持

续推进; 

（5）污泥无害化处置设施建设将提速：污泥产量和污水处理量高度相关，污水处理量的持续

增长将进一步推动污泥处置需求的提升。目前污泥无害化处置设施的建设规模较目标仍有一定差

距。污泥减量化仍是目前的主流处理处置路线，资源化处置是未来发展方向； 

（6）行业深化整合：现阶段我国水务行业集中度不高，具有企业数量众多、规模化不足、区

域分散等特点，尚未形成标杆性的龙头企业，其中国内最大的水务集团其服务市场份额也不足 5%。

针对这种现状，近年来部分大中型水企利用外延式扩张，通过并购整合打破技术及地域限制，去

实现快速扩张。 

3、水务行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区域性、季节性特征： 

（1）周期性：水务行业属于基础民生行业，需求稳定，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敏感性相对较低，

盈利能力受能源、基础性生产资料价格的波动性影响较小。其主要周期性体现为投资建设的周期

性。水务行业作为一地区的基础设施，其建设规模要满足该地区一定时期的需要，适当超前建设。

当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使供水和污水处理能力出现饱和迹象时，当地市政部



门通常会按照远期规划目标（一般为 10 年-20 年）对现有产能进行改扩建或是建设新的供排水处

理设施； 

（2）区域性：水务行业的区域性较为明显。从目前城市供排水业务来看，水务企业只能在其

供水管网或污水收集管网覆盖的范围内开展业务，一个城市供排水业务发展受制于该城市城区及

城市规划发展区域； 

（3）季节性：水务行业的季节性特征较为明显。一般夏季（6 月-10 月）供水和污水处理的需

求量大，在全年形成高峰期。由于夏季用水量和降雨量的增加，使得污水处理量在同期也会达到

全年峰值。季节性特征可能使水务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盈利水平随着不同的季节而有所波动。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5,755,848,121.57 5,171,402,341.71 11.30 5,042,436,462.14 

营业收入 1,315,071,908.75 1,174,868,291.01 11.93 1,067,746,40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8,611,912.16 43,165,993.67 221.11 57,978,48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13,832,410.76 10,628,381.22 971.02 31,159,07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984,199,581.19 1,856,900,840.50 6.86 1,809,473,636.1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69,842,808.88 444,598,491.29 5.68 398,920,865.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12 225.00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12 225.00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20 2.35 增加4.85个百分

点 

3.1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75,253,326.92 306,668,869.08 336,890,350.86 396,259,36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263,310.68 32,551,388.09 45,110,502.50 48,686,71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5,975,573.23 25,847,838.19 39,525,498.53 42,483,500.8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0,283,448.39 96,868,680.78 108,919,344.68 223,771,335.0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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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13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186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0 118,436,629 33.55   无   国有法人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0 89,802,172 25.44   无   国有法人 

钱江硅谷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0 22,729,832 6.44   无   国有法人 

浙江省水电实业公司 0 16,077,044 4.55   无   国有法人 

叶德资 634,850 1,761,442 0.50   未知   其他 

高建勇 101,700 1,462,005 0.41   未知   其他 

林珍 -70,000 820,000 0.23   未知   其他 

王毓 806,400 806,400 0.23   未知   其他 

冯森 725,301 725,301 0.21   未知   其他 

华梅 590,000 590,000 0.17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钱江硅谷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第一、第三股东与第二、第四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日水处理规模达 225 万吨，其中供水处理规模 180 万吨/日，污水处理规

模 45 万吨/日。 

 2020 年度，公司供水业务实现售水量 38,692 万吨，同比增加 5.89%，由于公司供水区域疫情

防控工作高效落实,加快复工复产,使疫情对于水量影响得以控制。主要系舟山公司主要得益于朱家

尖和岱山渔山石化的水量增长，丽水公司水阁区域售水量增长，兰溪公司年度供水量增长，平湖

公司因用户项目投产售水量增长，永康公司的售水总量中居民用水大幅增加。公司整体供水形势

稳定。 

 2020 年度，公司实现污水处理量 10,877 万吨，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主要系各污水公司受疫

情影响，工业区块的进厂污水量下降及本年雨量较少所致。 

 公司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131,507.20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117,486.83 万元增加 14,020.37

万元，同比增长 11.93%。公司 2020 年实现合并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3,861.19 万元，较上年同

期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316.60 万元增加 9,544.59 万元，增长了 221.11%，主要原因系：第一、

公司水务子公司的售水量及安装工程业务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同时，部分水务子公司污水处

理提升改造工程完工后，本期污水处理收入同比增加；第二、参股公司天堂硅谷对投资的康美药

业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公司按照权益法核算确认的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

大幅增加。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财务附注“重要会计政策变更”之说明。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本公司将浙江钱江水利供水有限公司、舟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浙江钱江水利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嵊州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永康市钱江水务有限公司、兰溪市钱江水务有限公司、丽

水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平湖市钱江独山水务有限公司、宁海县兴海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及浙江



钱水建设有限公司等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本期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青田华水水务有

限公司 
设立 2020 年 7 月 9,190,000.00 71.50% 

 

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之说明和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

说明。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叶建桥 

                                           2021年 4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