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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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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张甄海 董事 工作原因 潘席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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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968,57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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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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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蓉环境 股票代码 00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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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璐 梁一谷 

办公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锦城大道 1000 号，成都市兴

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锦城大道 1000 号，成都市兴

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 （028）85007801 （028）85007801 

电话 （028）85913967 （028）85913967 

电子信箱 xrec000598@cdxrec.com xrec000598@cdxre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为国内领先的水务环保综合服务商，拥有中国西部排名第一的供排水规模，并充分

利用现有优势，布局新兴产业，大力推进水务环保项目建设运营。公司秉承“让环境更优，

让生活更美”的责任理念，致力于提供水务环保、废弃物处置、资源循环利用等综合解决方

案，不断推动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公司目前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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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来水业务 

公司自来水业务包括从水源取水、自来水净化、输水管网输送、自来水销售及售后服务

的完整供水产业链。公司享有向自来水终端用户直接收取水费的权利，调整水价需遵循一定

的程序，并经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公司主要以BOO等模式开展自来水业务，项目

分布在四川、江苏和海南，目前运营及在建的供水项目规模逾410万吨/日。 

（二）污水处理及中水利用业务 

公司从事城市生活污水、农村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等污水处理业务，污水处理项目分布

在四川、甘肃、宁夏、陕西、江苏、广东和河北，运营模式主要包括BOT、BOO、TOT及委

托运营等。公司享有在特许经营权范围内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并向相关政府收取费用的权利，

污水处理服务费结算价格由相关政府部门根据有关协议约定定期核定。目前，公司运营及在

建的污水处理项目规模约390万吨/日。 

公司从事的中水利用业务拥有在特许经营权范围内提供相应服务并收取中水服务费的权

利。目前，公司运营及在建的中水利用项目规模为95万吨/日。 

（三）环保业务 

公司从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渗滤液处理和污泥处置业务，运营模式包括BOT、BOO

等。 

1、垃圾焚烧发电 

公司目前运营及在建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规模为6,900吨/日。公司根据相关特许经营协议

的约定获得垃圾处理服务费和发电收入。 

2、垃圾渗滤液处理 

公司目前运营的垃圾渗滤液处理项目规模为5,630吨/日。公司根据相关特许经营协议的约

定收取垃圾渗滤液处理服务费。 

3、污泥处置 

公司目前运营及在建的污泥处置项目规模为1,480吨/日。公司根据相关特许经营协议的约

定收取污水污泥处理费。 

（四）工程业务 

公司以市政管线建设为主业，着力拓展水务环保项目设计与施工、技术咨询与开发、供

排水管网探测等业务。目前拥有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给水工程）专业甲级资质、工程设计市

政行业（排水工程）专业乙级资质、市政工程总承包二级资质等相关资质，公司以“服务城

市，打造品质工程”为执行标准，提供安全放心的施工建设一体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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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0,614,278.65 4,838,024,958.01 11.01% 4,159,649,97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8,402,476.14 1,081,299,292.81 20.08% 988,029,85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8,261,161.77 1,060,602,107.06 19.58% 937,815,530.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51,379,452.99 1,881,443,807.79 46.24% 1,910,920,157.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36 19.44%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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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36 19.44% 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4% 10.02% 1.02% 9.8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30,880,331,021.26 25,337,499,212.91 21.88% 20,921,739,93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274,732,225.10 11,246,562,010.35 9.14% 10,444,423,8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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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719,174.46 1,351,760,521.34 1,415,450,499.54 1,619,684,08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1,278,139.38 401,746,690.50 381,182,470.79 254,195,17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4,782,045.64 395,585,298.12 378,137,347.07 239,756,470.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45,788.47 876,328,939.07 854,680,334.39 1,034,915,9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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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0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0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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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环境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18% 1,259,605,494 0   

三峡资本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8.11% 242,207,550 0   

长江生态环保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3% 72,602,559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4% 63,837,854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1% 53,927,300 0   

常刚 境内自然人 1.33% 39,780,837 0   

刘在京 境内自然人 0.90% 26,853,992 0   

高云 境内自然人 0.59% 17,735,491 0   

刘志强 境内自然人 0.58% 17,313,961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

其他 0.28% 8,251,0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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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前 10 名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关系；（2）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股

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构成一致行动人，是公司持股 5%以上（含 5%）的股东；

（3）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刘在京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6,848,692 股；刘志强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7,313,46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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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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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成都市兴蓉

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 兴蓉 01 112413.SZ 2016 年 07 月 28 日 2021 年 07 月 28 日 107,659.5 4.05% 

2019 年第一

期成都市兴

19 兴蓉 G1/19

兴蓉绿色债 01 

111081.SZ/1980
144.IB 

2019 年 04 月 29 日 2024 年 04 月 29 日 80,000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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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绿

色债券 

2019 年第二

期成都市兴

蓉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绿

色债券 

19 兴蓉 G2/19

兴蓉绿色债 02 

111087.SZ/1980

348.IB 
2019 年 11 月 28 日 2024 年 11 月 28 日 100,000 3.58% 

成都市兴蓉

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20 兴蓉 01 149193.SZ 2020 年 08 月 06 日 2025 年 08 月 06 日 140,000 3.64%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出具了《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20）》，主体评级为AAA，债项评级为AAA。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15日出具了《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发行的19兴蓉G1与19兴蓉G2跟踪评级报告》，主体评级为AAA，债项评级为AAA。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28日出具了《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主体评级为AAA，

债项评级为AA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7.44% 52.66% 4.7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4.81% 16.81% -2.00% 

利息保障倍数 5.14 5.49 -6.38%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公司坚决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

坚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全体员工勇于担当、团结奋进，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成效明显。 

（一）经营指标稳步增长 

公司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53.71亿元，同比增长11.01%；利润总额15.66亿元，同比增长

19.51%；归母净利润12.98亿元，同比增长20.08%。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08.80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21.88%；归母净资产为122.7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9.14%。 

2020年全年，公司售水总量为89,723万吨；污水处理总量为102,863万吨；中水售水总量

为10,852万吨；垃圾焚烧发电量为52,926万度；垃圾渗滤液处理总量为127万吨；污泥处理总

量为20万吨。 

（二）持续强化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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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公司抢抓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机遇，奋力开拓水务环保主业市场，全面提升城市

综合服务能力。一方面，大力落实“走出去”战略，成功中标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提

标工程特许经营项目，成为公司迈进华北市场、拓展业务版图的一次重要布局。另一方面，

持续深耕存量市场，依托已有资源布局，不断辐射拓展。报告期内，公司中标阿坝州汶川县

水务环保特许经营项目，持续推进阿坝州全域供排水资源整合；中标西安市第一、第二污水

处理厂（二期）提标改造工程项目，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西北市场的行业影响力；启动成都自

来水七厂（三期）及配套输水管线工程项目及多座地埋式污水处理厂项目，进一步为成都市

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美丽宜居公园城市提供了坚实的环境服务支撑。 

（三）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项目建设年”的工作要求，以防疫安全为前提，全力以赴推动重

点项目建设取得新成效。目前，成都万兴环保发电厂（二期）项目圆满完成“72＋24”小时

满负荷试运行；成都市中和污水厂二期工程项目和成都市第六、七、九净水厂提标改造工程

已进入试运行阶段；江苏沛县主城区“三纵”“三横”供水管网全线贯通并通水运行，沛县城

乡供水一体化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成都市第五、七净水厂再生水利用工程已达通水条件；

岳池县嘉陵江水源供水水厂等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四）不断优化财务管理 

2020年，公司坚持效益优先的财务管理目标，积极利用资本市场，深化融资创新，以多

种融资工具相结合的方式持续筹融低成本资金，保障重点项目顺利实施，促进公司稳定发展。

一是抢抓市场利率波动窗口期，利用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开展债务置换工作，进一步降低

融资成本。二是以项目为载体实施精准融资，本报告期公司成功发行公司债14亿元。三是秉

持效率优先的理念，实现财务共享二期顺利上线，促进财务管理数字化转型，提升财务核算

效率。 

（五）积极提升治理质量 

公司以持续推动业务发展为核心，深耕精细管理，强化规范运作，着力提升治理水平，

切实保障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新一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换届选举，增加了外部董事数量，进一步建立了制衡有效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公司高标准

抓好制度建设，健全以公司章程为核心的上市公司制度体系，为规范运作奠定坚实基础。同

时，通过构建公平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做好上市公司价值传递，维系健康良好的投资者关

系。目前，公司已连续5年获得深市主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A级考核结果，并于报告期内获评

第11届天马奖“主板最佳董事会奖”“最佳投资者关系奖”和第10届中国上市公司口碑榜“最

佳上市公司董事会奖”。 

（六）筑牢筑实党建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作用，为实现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

“双胜利”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一是突出政治引领，贯彻落实中央疫情防控和防汛减灾各项

部署，以“新担当”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以“新作为”打好防汛抗洪突击战。二是大力实

施党建强基工程，以党建标准化工作手册为遵循，强化基层党务人员业务培训，全面提升基

层党组织标准化管理水平。三是深化党建品牌建设，坚持党建融入中心工作，激发党员在急、

难、险、重工作中勇挑重担、攻坚克难。四是加强舆论引导，聚焦抗疫防汛、重大投融资、

重大项目建设等，讲好公司服务城市战略、服务社会民生的典型故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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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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来水制售 1,999,960,766.18 741,547,878.12 49.49% 0.46% 7.97% -0.03% 

污水处理服务 1,583,028,075.54 575,680,834.21 40.20% 20.05% 18.59% 1.51% 

供排水管网工程 865,800,282.75 176,476,644.47 17.06% 8.63% 27.79%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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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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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设立子公司双流成环水务 

2019年12月，本公司及下属排水公司与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双流成环水务，

其中本公司持股比例93.00%，排水公司持股比例2.00%，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0万元。 

（二）新设立子公司新津成环水务 

2020年2月，本公司及下属排水公司与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市新津水城水务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设立新津成环水务，其中本公司持股比例73%，排水公司持股比例2%，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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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本人民币15,581.36万元。 

（三）新设立子公司彭州成环水务 

2020年3月，本公司及下属排水公司与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彭州市国有投资

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彭州成环水务，其中本公司持股比例83%，排水公司持股比例2%，注册资

本人民币2,000万元。 

（四）新设立子公司汶川成环水务 

2020年7月，本公司下属阿坝兴蓉公司设立汶川成环水务，阿坝兴蓉公司持股比例100%，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6,000.00万元。 

（五）新设立子公司石家庄兴蓉公司 

2020年11月，本公司及下属排水公司与环境建设公司共同设立石家庄兴蓉公司，其中本

公司持股比例98%，排水公司持股比例1%，注册资本人民币12,539.9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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