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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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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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47.35万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7511.25万元。经公司董事会审议，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2020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

不以未分配利润向股东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

发行证券，存在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或者虽经股东大会表

决通过但未实施的，应当在方案实施后发行。相关方案实施前，主承销商不得承销上市公司发行

的证券。”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如公司实施利润分配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时间产生冲突，所以为保证公司非公开发行的顺利实施，同时考虑公司现有资金需求、经

营资金周转等因素，公司2020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以未分配利润向股东送红股，也不以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 

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计划：公司2020年度未分配利润累积滚存至下一年度，以满足公司生产

经营和发展对营运资金的需求。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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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韩建河山 60361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雪 陈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卓秀路北街智汇

雅苑6号院6号楼8层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卓秀

路北街智汇雅苑6号院6号

楼8层 

电话 010-56278008 010-56278008 

电子信箱 hjhszqb@bjhs.cn hjhszqb@bjhs.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的传统产品主要为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PCCP）、钢筋混凝土排水管（RCP）和商品混凝

土。主导产品 PCCP 主要用于大中型引水、调水等水利工程，市政给排水等水务工程；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合众建材主要从事混凝土外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特别在京津冀区域

的混凝土外加剂市场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清青环保主要从事脱硫、脱硝、脱白、除尘等大气污染排放治理，特别在

钢铁行业的脱硝、脱白等环保领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2.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导产品 PCCP 是典型的非标准化产品，根据不同水利工程的设计要求，其“内径大小、

管壁厚度、承压指标、防腐指标、覆土深度”等都不完全一致。因此 PCCP 行业普遍采用订单式生

产，中标后根据招标文件的技术要求与采购方签订供货合同，利用现有生产基地或新建生产基地，

根据品种规定的技术规格组织生产。供货完成后根据生产基地覆盖半径内市场的后续需求，生产

基地或转成永久性基地、或延长使用时间、或作为临时性基地撤销。 

PCCP 及其生产设备都具有体积大、质量重的特点。因此，产品运费以及产能转移的成本较高，

产品销售半径受运输成本、以及道路宽度、高度的限制。同样因为生产基地经济覆盖半径有限的

问题，PCCP 行业不同区域的产能之间竞争度和协同度都较低。在先有订单后设厂的情况下，产能

与需求匹配，不存在市场饱和的问题。从全国范围而言，如果不同大区域的水利工程工期重合，

就会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会表现为整体产能利用率较低。充分比较产品运输费用和生产基

地新建费用，并通盘考虑道路交通条件，重复建设往往是更加经济的选择。 

公司控股子公司合众建材是京津冀地区混凝土外加剂行业的优秀企业，主要产品大量应用在

北京轨道交通、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北京行政副中心建设、高铁项目建设等重点项目中，合

众建材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建设项目的指定外加剂供应商、北京市混凝土外

加剂产品质量诚信评价 A 级供应单位、北京市轨道交通工程合格供应商，已经在京津冀混凝土外

加剂市场形成了品牌效应。混凝土外加剂广泛应用于各种混凝土建筑施工工程和混凝土建材生产

中，可以根据工程施工要求和建材应用要求改善混凝土各项指标，是基础设施建设必不可少的原

材料之一。混凝土外加剂产品是公司原有主营产品的产业链延伸，对公司丰富产品线、增加新的

利润增长点起到积极作用。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清青环保主要以大气污染治理业务为主，集科研开发、设备生产与销售、

工程制造与安装于一体，特别是在钢铁行业大气污染治理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清青环保是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保护环境产业协会会员单位，拥有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环保

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连续多年被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授予“重合同守信用单位”、“AAA+河

北质量信用企业”，是中国质量诚信企业协会会员单位，河北省环境保护骨干企业。公司以清青环

保为平台，进入绿色产业，将充分挖掘清青环保发展潜力，抓住行业机遇和政策机遇，将环保产

业做大做强，在时机适合的情况下从大气污染治理领域向其他环保领域进行业务扩张，打造大环

保概念。 

3.报告期内公司的行业情况说明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归属于制造业下的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分类代码：C30）；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2017 年修订），公司归属于制造

业下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分类代码：C30）中的石棉水泥制品制造（分类代码：C3023）。 

目前，公司产品主要用于大中型引水、调水等水利工程，市政输水、排水等水务工程，土木

工程建设等。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11 年公布的 《输水管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

混凝土输水管道行业主要产品分为：预应力混凝土输水管、预应力混凝土管、预应力钢筒混凝土

管、钢筋混凝土排水管。公司的混凝土输水管道产品归属于其中的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钢筋混

凝土排水管。公司的商品混凝土产品隶属于石棉水泥制品制造业中的商品混凝土细分行业。公司

控股子公司合众建材的混凝土外加剂产品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中的化工建材制造行

业。公司全资子公司清青环保属于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中的大气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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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4,260,707.00 2,296,992,061.36 4.67 2,289,100,473.97 

营业收入 976,941,574.39 977,430,417.78 -0.05 1,048,597,187.20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964,424,831.56 / /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8,473,493.51 -67,018,369.75 142.49 12,902,958.0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7,712,501.92 -69,102,041.54 -12.46 -13,189,456.9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747,902,730.48 717,373,275.92 4.26 788,293,513.9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1,579,278.32 144,295,206.62 88.21 75,522,235.1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971 -0.2285 142.49 0.044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971 -0.2285 142.49 0.044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89 -8.88 增加12.77个百

分点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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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28,556.78 131,010,259.31 204,601,566.71 607,001,19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2,631,816.96 -29,995,812.06 -587,137.64 81,688,26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23,003,242.86 -28,169,359.51 -158,756.22 -26,381,143.3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9,899,454.30 113,646,986.10 160,537,270.22 -32,504,4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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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70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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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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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韩建

集团有限

公司 

-1,600,000 133,697,200 45.57 0 质押 87,702,588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田玉波 0 5,000,000 1.7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江畔 1,035,391 4,455,844 1.5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田兴 0 3,100,000 1.0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田玉涛 0 2,306,200 0.7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德奎 0 2,000,000 0.6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郑晏文 69,000 1,634,000 0.5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隗合双 0 1,145,100 0.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景富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144,800 1,144,800 0.3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景富和

1期私募

证券投资

基金 

李振舜 -50,400 1,040,600 0.3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韩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田玉波为韩建河山董事；李德奎、郑晏文、

田玉涛、田玉波为韩建集团董事。田玉波与田玉涛为兄弟关系，除上

述关联关系外，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前十名无限

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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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97,694.16万元，净利润 3,153.98万元。报告期末，总资产 240,426.07

万元，股东权益 77,886.9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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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五、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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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包括 7 家，与上年相比，本年减少 1 家。 

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及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董事长：田玉波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