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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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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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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87,560,68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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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禹节水 股票代码 3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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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静 戴顺宁 

办公地址 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民旺道 10 号 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民旺道 10 号 

传真 022-59679301 022-59679301 

电话 022-59679306 022-59679306 

电子信箱 dyjszqb@dyjs.com dyjszqb@dyj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从“让农业更智慧、让农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的企业使命出发，围绕“三农三水三张网、两手发力共担当”的

战略方向，以农业科技和服务为抓手，以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为发展动力，逐步在农村水利行业构建从项目诊断、规划、资

本、设计、投资、智能制造、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运营管理、农田物联网、未来农场服务、智慧农业、水生态、水环境到

全面的农业、农民增值服务、通过智能化、信息化的终端物联技术和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运维管理服务，为广大客户和用户

提供涵盖现代农业全领域和全产业链综合服务解决方案。 

（二）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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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要产品和服务分为四大类别：一是服务于“三农三水”领域的信息化和自动化综合解决方案，包括农水项目规

划、设计、建设、管护、运营综合解决方案，灌区现代化解决方案，智能灌溉系统，水肥一体化系统，农田物联系统等；二

是服务于农村污水处理领域的污水处理设备产品及工艺解决方案；三是服务于农业节水和农村污水处理领域的各类产品序

列，包括一体式污水处理设备、高端滴灌管、滴头、首部过滤装置和各类型号系列的灌溉管材、管件等；四是服务于水生态、

水环境的信息化产品及解决方案，包括智慧水联网、智慧水生态平台、农业科技物联网、应急管理等行业的数据采集、应用

软件服务及解决方案。 

（三）主要经营模式 

    1、基于政府采购而承担建设的EPC模式并进一步拓展为EPC+O、EPC+M模式 

公司通过传统招投标方式而承担建造的项目主要分布于农业高效节水和农民安全供水领域，主要面向政府客户。此类

项目一般由政府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建设施工单位和材料、设备供应商，资金来源于国家中央预算内的专项资金和地方财政

配套资金，资金可靠有保障。公司作为节水灌溉领域内的佼佼者和开拓者，经过二十多年的精耕细作在农业和农村成功探索

出一条将高效节水材料生产、工程设计、建设、配套服务、运营管理、信息化等集于一身的服务于现代农业的一站式解决方

案。 

  2、引入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建设并承担特许经营运维服务的BOT模式 

社会资本投资运营项目主要面向政府客户和终端农民用户。与传统政府招投标相比，这类项目订单规模较大，往往在

几个亿甚至十多个亿的规模；订单内容涉及项目规划、设计、建设到运营和服务一条龙的服务。在农业节水领域，公司主导

了农田水利领域首个成功引入社会资本投资的云南陆良项目并丰富完善为“元谋模式”，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包括西南区域澄

江、祥云、弥渡、弥勒等地和西北区域武山在内的多个地区推广复制。在农村污水处理领域，公司通过实施天津武清一期项

目从而沉淀为“武清模式”，在天津市下属区县和甘肃酒泉、金昌、徐州沛县等地实现推广复制。公司通过社会资本投资模式

获取这些运营项目的长期特许经营权，通过组建SPV项目公司专业从事项目运营和服务，提升项目运营质量、效率和收益水

平。 

  3、为水利行业全产业链提供整体设计服务的设计和咨询业务 

公司拥有杭州设计院、甘肃设计院、酒泉设计院三家设计院，具有水利全行业设计、水利工程专业咨询、工程勘察专

业类（岩土工程、工程测量）、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资源论证、水资源调查、水利工程施工图审查、土地规划、工程测绘

等专业资质，其中：甲级资质一项、乙级资质九项、丙级资质三项。业务范围涉及农业高效节水、农村污水处理、农民安全

供水、江河湖泊治理、水库枢纽建造、水文监测、水资源治理及水土保持等领域。经过公司的持续经营，公司设计业务已具

有承担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的规划咨询、设计、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以及土地规划整理和工程测绘的能力，能够为客户提

供从项目规划、投融资方案、工程设计、施工、管理、服务为一体的系统化解决方案。 

  4、全方位服务于现代农业发展的智慧水务业务 

公司的智慧水务业务运行体系：一方面，服务于“三农三水”全产业链,主要通过水利基础设施（水网）、水利信息（信

息网）和运营服务（服务网）三张网，最终构建起具有精准感知、广泛联接、科学决策、智能管理等特点的综合性智慧水利

云平台和管理体系。具体表现在各业务领域由农田物联网和智能终端控制系统来实现对项目全周期和可追溯管理，推动水肥

一体化、水价确权改革及精量滴灌等综合业务的精细化管理，提升科学化决策与调度管理水平，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服务于河（湖）长制、城市智慧水务、水旱灾害防御、水库信息化、水资源等，主要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移动互联等技术手段，对相关数据进行采集、汇总、整理、分析，提供基于智慧水联网、智慧水生态、应急管理等业务

的应用软件服务和决策支持服务。 

    5、满足非政府类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市场需求的农业科技服务业务 

土地集中连片、规模化经营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随之而来的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大量涌现，而这些经营主体主要从事蔬菜、瓜果、花卉、药材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的种植。公司适时捕捉机会成立专业的供

应链管理公司和农业科技公司，为各类非政府客户提供从规划、设计、灌溉、农艺、物联、供应、销售、信息、服务等一揽

子全方位的解决方案，从而构建具有大禹特色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业务，助推农业现代化的高速发展。 

   （四）报告期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1,770.45万元，较上年降低6.8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877.21万元，较

上年降低23.68%。全年新签订单49.71亿元，较上年度增长136%，5,000万以上规模订单占比超过66%。 

上述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公司存在一定程度的因客户推迟项目招投标，从

而导致部分项目开工延迟、建设结算进度及收入确认进度情况不及预期的情形，从而导致公司2020年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同

比有所下降。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响应国家号召，积极组织抗疫捐赠并筹建防疫物资生产线，社会公益支出较往年明显增

加。公司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布局项目全周期管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相应增加了公司在报告期内的费用支出。随着

政府加速招投标进度并且愈加重视综合解决方案能力，公司进一步发挥自身全国布局和全产业链的突出优势，在各类订单获

取尤其是规模以上订单获取方面呈现良好态势。 

    （五）行业发展阶段和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农村水利行业中极具影响力的企业，在农业高效节水领域处于领先龙头地位。公司拥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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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树立了较高的品牌和行业知名度，具备业内领先的技术实力、完善的生产体系、工程体系、销售网络、信息技术支撑

系统和运维服务体系。无论从产品/项目的技术含量、品质和规模，还是从公司资产规模、订单规模和盈利水平而言，公司

在国内节水灌溉行业拥有绝对的优势和强势地位。顺应农村人居环境提升需求、依托公司扎根农村二十余年所积累的丰富经

验，公司业务顺势延伸至农村污水处理和农民安全饮水领域，通过承接大型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运营项目在农村污水处理领域

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通过健全农户付费用水制度，开创了农村供水项目建设运营新模式。 

公司通过二十余年的业务实践树立了领先的行业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强大的方案整合能力。公司集农

水项目诊断、规划、融资、设计、建设、信息化、智能制造能力为一体，是提供产业链综合服务并为终端客户提供农田物联

技术和运维管理增值服务支持的现代农业科技服务型公司，能够为各类客户和用户提供完整全面的农水领域综合解决方案。

二是创新的资本统筹能力。公司是农田水利领域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农田运营项目的先行者和领跑者，主导首个引入社会资本

投资的云南陆良项目并不断丰富为“元谋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良好示范性效应。公司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和多元的融资

渠道，通过引入各类社会资本、借助上市公司平台和投资模式创新，能够与政府形成资本和资源的合力，为社会资本投资运

营项目提供相应的资本统筹支持。三是专业的运营服务能力。公司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全国布局公司，针对不同地域、不同

作物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拓展不同的特许经营和委托经营具体业务模式，打造了一批农水领域的专业运营服务团队；同时依托

水网、信息网和服务网三网融合机制和各类现代信息技术，规模化降低运营服务成本，提升运营服务效率，为所覆盖的运营

农田和服务的农民用户提供各类农资等农业产业链综合服务。四是现代化的智慧水务能力。公司是“水网、信息网、服务网”

三网融合智慧发展模式的首倡者和践行者，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与项目运营，依托公司已经完成内部和外部资源整合的智慧

水务平台慧图科技，公司具备完备的农水行业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能力，为客户提供基于智慧水联网、智慧水生态平台、农

业科技物联网、应急管理等领域数据采集、软硬件服务和决策支持服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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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017,704,487.90 2,165,853,141.43 -6.84% 1,779,589,08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772,055.03 129,426,255.34 -23.68% 100,200,77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422,208.93 113,446,986.64 -22.94% 93,767,689.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461,616.46 -181,236,154.18 47.02% 797,866,604.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6 -25.00%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6 -25.00%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4% 8.83% -2.39% 7.0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5,506,071,992.39 3,915,134,142.66 40.64% 3,820,870,78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58,679,590.05 1,473,996,382.67 12.53% 1,442,599,376.7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91,623,140.79 541,078,978.16 372,836,399.69 912,165,96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5,234.58 25,956,459.38 21,113,198.55 50,577,16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40,557.89 22,771,986.42 16,843,908.62 49,046,871.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66,597.93 -61,058,300.84 -75,225,972.71 -80,010,74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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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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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8,54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5,15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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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浩宇 境内自然人 23.30% 185,748,831 139,311,623 质押 31,000,000 

仇玲 境内自然人 22.74% 181,318,818 0 质押 29,000,000 

王冲 境内自然人 1.47% 11,711,017 8,783,263   

前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保险产

品华泰组合 

其他 0.54% 4,266,250    

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 
国有法人 0.48% 3,818,420    

中信里昂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44% 3,520,114    

#白涛 境内自然人 0.37% 1,636,100    

#宗渝 境内自然人 0.34% 8,800    

汪正喜 境内自然人 0.26% 2,068,400    

#李晓沙 境内自然人 0.2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王浩宇和仇玲为母子关系，二人为一致行动人。王冲和王浩宇为叔侄关系，彼此间不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前十名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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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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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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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在国家乡村振兴和粮食安全战略之下，公司紧抓市场机遇，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布局项目全周期管

理体系。报告期内，公司凭借全国区域布局和全产业链的突出优势，依靠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双轮驱动，各项主营业务发展

势头良好，新签订单的规模和质量均实现大幅提升。同时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部分项目因推迟招投标从而导致开工延

迟、建设结算进度及收入确认进度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1,770.45万元，较上年降低6.84%；实现营业利

润16,465.93万元，较上年降低18.03%；实现利润总额15,418.96万元，较上年降低22.6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77.21万元，较上年降低23.68%。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550,607.20万元，较上年增加40.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165,867.96万元，较上年增加12.53%。全年新签订单49.71亿元，较上年度增长136%，5,000万以上规模订单占比超

过66%。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的经营活动如下： 

    1、禹国同行，彰显民营企业责任担当 

2020年初疫情突发，公司精准研判、快速反应、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做出了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手都要抓、两手都

要硬”的正确部署，全面保障员工的生命安全和公司的正常经营。同时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发挥自

身优势，克服物资采购和物流运输的重重困难，先后自超过10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并向全国17个省市、超过160家单位捐赠了

约1,000万元各类防疫物资，特别是在疫情最严重时期送抵湖北省武汉市长江医院、十堰市郧阳县、黄石市防疫指挥中心等

抗疫第一线。公司以最快速度在甘肃省酒泉市完成两条口罩生产线的到位、调试和投产。公司在确保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

积极筹划迅速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全线复工复产，抢抓高标准农田建设，不误农时农事，服务春耕备耕，全面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 

公司通过一系列有担当、有作为的务实行动积极践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彰显公司的使命和担当，进一步提升了公

司品牌形象和社会影响力。公司因复工复产和春耕备耕的突出表现，受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连续三次重点播报。水利部

为表彰公司抗击新冠疫情的杰出表现向公司捐赠“大禹像”，公司董事长王浩宇先生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

进个人”。 

2、量质齐升，营销升级带动订单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新签订单的规模和质量均实现大幅提升，规模订单呈现明显增多趋势，订单结构呈现明显优化。公司

全年新签订单49.71亿元，较上年度增长136%。从订单规模维度看，5,000万元以上订单占比66.36%,500万元以下订单占比13%。

从业务领域维度看，农业节水领域占比49%，灌区、水利工程和生态治理领域占比25%，农村污水处理领域占比17%，农民

人饮领域占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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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充分发挥全国区域布局和全产业链优势，坚持“政策营销、方案营销、模式营销、品牌营销”的整体营销思路，采

取主动营销模式，强调“客户第一”的理念，坚持从“解决客户痛点、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针对不同地区、不

同类型的客户，编制和推广各类模式产品和方案手册，提供因地制宜的、行之有效、多方共赢的涵盖规划、设计、建设、产

品、技术、运营服务、投融资等在内的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 

公司持续发挥中国节水论坛广泛影响力，带动筑牢行业龙头领军地位。公司发起并共同主办的中国节水论坛，已经成

为中国节水领域参与人数最多、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行业盛会。第二届中国节水论坛由公司联合中国农工民主党、甘肃

省人民政府、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于2020年10月10日在甘肃省兰州市共同主办，来自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部委和

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超过1,300名代表参加了本届中国节水论坛。中国节水论坛的举办极大的提升了公司形象，

推动了公司品牌宣传和市场营销模式的全新升级，为公司打造了中国节水行业的响亮名片。 

公司积极建立与各地政府客户和合伙伙伴的战略合作关系，拓展自身营销影响力。报告期内，公司与甘肃省水利厅、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甘肃省定西市人民政府、甘肃省临洮县人民政府、江苏省沛县人民政府、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

政府、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政府、万家寨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水电基础局、贵州黔东南州水投集团、河南省信阳市水

投集团、甘肃省供销联社、云南省水利水电投资有限公司、水发设计集团、IBM等多家单位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3、务实改革，商业模式持续迭代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在已有模式和方案基础上进行总结、复盘、归纳和迭代升级，在农田水利建设等领域继续引领行

业模式创新升级。公司组织人员系统编制“EPC+O”模式产品手册和“现代化灌区一体化解决方案”手册，充分运用于各地具体

业务实践中并取得理想实际效果。公司组织对已经和正在实施的项目进行了认真分析、梳理、提炼和概括总结为商业模式，

在市场拓展时针对具体项目借鉴和完善已有商业模式。因地制宜的商业模式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带动农民增产增收，助推

脱贫攻坚和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显现了优越性、先进性和可行性，获得了客户的认同和赞许。 

同时，公司紧密跟踪国家产业政策动向，重视并推出商业模式创新奖季度评选活动，建立健全了从产品设计、到产品

培训、再到产品复制推广、产品评价和迭代升级的全过程营销体系，全面激发营销系统活力，保障公司源源不断创新和输出

优质方案和模式。公司一如既往地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在全国范围内创新复制成功的模式理念和经验，扩大项目社会效益和

运营影响力，持续探索开发项目一体化建造与运营新模式。 

4、资本助力，保障公司发展长足动力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企业使命和战略方向，实施各项融资和并购工作并取得积极成效。公司已经建立的融资和并

购机制运行顺畅，协调有序，为公司的经营发展提供了强劲资金和产业支持。在产业并购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北京

慧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并购。一方面，本次并购有效缩短了智慧水务业务自行培育的时间，快速打造了完备的农水行

业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能力，另一方面完成了智慧水务业务内部和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强了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公司

将依托慧图科技作为“三网融合”机制中重要一环即信息网职能的承载平台，继续深入布局农水领域软件、硬件资源和能力建

设，建立服务于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灌溉、现代化灌区、农村污水处理、农村饮水安全、水旱灾害防御、智慧河湖、水利

工程、水利监督等各领域的智慧水务服务平台。 

在直接融资方面，公司于2020年7月成功发行人民币6.38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为公司长足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公司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机遇，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有效增强

公司抗风险能力，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在间接融资方面，公司与超过20家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信贷关系，使

公司的经营发展持续获得稳定资金支持，有力保障了公司各项业务顺利有序推进。在拉动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兴建的项目融资

方面，公司陆续圆满完成了甘肃金昌污水处理项目、武山县农业节水项目等项目融资。 

5、管理升级，数字化转型打造高质量引擎 

报告期内，公司集中优势资源，顺利实现并成功上线1号项目，基本目标是以全生命周期管理为核心构建数字化运营平

台，保证“一切业务数字化、一切管理可视化”的数字运营需求。通过打通系统底层和实现数据共享互通，1号项目实现了主

数据、项目全生命周期、业财一体化集成、集成供应链、销售和商机、智能制造、人力资源、即时通讯、协同在线办公等不

同平台和模块之间的高度融通。有了这套数字化系统，各级管理人员通过“管理驾驶舱”实时动态掌握项目实施和企业运营的

有效数据，形成有充分数据和信息支撑的科学管理决策，真正打造“组织在线、沟通在线、协同在线、业务在线、生态在线”

的业务体系。数字化转型将提升公司对多项目、大项目、复杂项目的驾驭能力，支撑公司“三农三水三张网、两手发力共担

当”的战略布局。 

    6、凝心聚力，企业精神发挥模范引领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扎实开展党支部标准化建设、“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员先锋引领和模范带头作用更加突出。面

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公司广大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提前到岗上班，全体员工团结一致，听从统一指挥，

展现出了空前强大的凝聚力和超强的执行力。在防疫物资捐赠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不畏艰险、无

私奉献的个人和集体，体现出大禹人应有的“大禹精神”。公司切实发挥工会、团组织作用，积极组织了羽毛球赛、乒乓球赛、

摄影比赛、抗疫故事视频竞赛等一系列文体活动，利用钉钉平台开通了“圈子”功能，成为员工生活和工作动态的交流和宣传

平台，切实增强了广大员工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2020年，公司获评全国“万企帮万村”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天津市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先进集体、甘肃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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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示范奖；连续六年蝉联甘肃省民营企业50强，排名不断上升；公司党委书记王冲、武威公司朱万同荣获“甘肃省劳

动模范”称号。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智慧农水项目建

设 
1,068,951,385.57 87,234,190.84 24.11% -23.39% -22.06% -1.22% 

农水科技销售与

服务 
502,692,567.30 41,023,361.72 28.48% -10.95% -11.90% 0.82% 

农水设计服务 243,999,433.16 19,912,124.54 28.34% 6.96% 7.33% -0.2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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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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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依据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收入

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2020年1

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资产负债表各项目影响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调整数 

应收账款 1,007,368,711.27 980,216,886.83 -27,151,824.44 

合同资产  230,512,668.00 230,512,668.00 

存货 441,668,406.89 258,332,457.84 -183,335,949.05 

递延所得税资产 31,522,792.38 29,754,616.52 -1,768,175.86 

预收款项 25,634,882.12 - -25,634,8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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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 47,115,956.46 64,417,137.48 17,301,181.02 

合同负债  23,518,240.48 23,518,240.48 

其他流动负债 1,453,365.16 3,570,006.80 2,116,641.64 

盈余公积 44,580,031.12 44,600,573.53 20,542.41 

未分配利润 447,368,219.08 448,303,214.30 934,995.2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调整数 

合同资产  8,550,045.43 8,550,045.43 

存货 32,490,162.64 25,176,336.66 -7,313,825.9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07,747.23 1,490,049.86 -317,697.37 

应交税费 528,790.68 1,241,888.72 713,098.04 

预收款项 10,120.00 - -10,120.00 

合同负债  10,120.00 10,120.00 

盈余公积 44,580,031.12 44,600,573.53 20,542.41 

未分配利润 128,838,315.70 129,023,197.34 184,881.64 

（2）会计估计变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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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2月，公司注销广西大禹甘田有限公司。 

2020年2月，公司新设立全资子公司大禹节水集团（云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3月，公司新设立全资子公司酒泉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0年6月，公司增资慧图科技，公司以全资子公司云南大禹节水有限公司100%股权作价8,963.19万元出资慧图科技，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慧图科技股权29.49%，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巨潮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对外投资暨增资北京慧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慧图科技于2020年9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2020年11月，公司再次

增资慧图科技，公司以北京乐水51%股权、云南智慧100%股权、杭州慧水100%股权，总计作价14,946.26万元出资慧图科技，

同时受让慧图科技股东持有的1,200万慧图科技股份，本次增资及目标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慧图科技股权

55.74%，公司于2020年11月04日巨潮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增资北京慧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公告》，慧图科技于2020年11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慧图科技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浩宇 

202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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