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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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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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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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华控赛格
股票代码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丁勤
深圳市大工业区兰竹东路 6 号
0755-89938787
0755-28339057
qin.ding@huakongseg.com.cn

000068
证券事务代表
杨新年
深圳市大工业区兰竹东路 6 号
0755-89938787
0755-28339057
xinnian.yang@huakongseg.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继续推进已承接的海绵城市建设、水务工程、智慧水务建
设运营、EPC总承包和工程咨询设计及新开展的设备和大宗商品贸易等相关业务。公司致力于通过规划设
计、方案咨询、提供一体化系统化解决方案，为流域和城市提供系统化的环境综合治理服务，同时通过投
融资、工程建设、运营维护等具体业务，解决流域和城市发展中面临的环境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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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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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0 年
营业收入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228,679,256.43

225,085,720.88

1.60%

205,898,37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107,336.06

5,999,003.63

-2,868.92%

-132,885,59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9,675,825.39

-104,540,787.15

-62.31%

-140,902,548.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97,726.75

25,267,413.22

-162.13%

-49,603,851.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50

0.0060

-2,850.00%

-0.13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50

0.0060

-2,850.00%

-0.13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26%

1.14%

-38.40%

-22.54%

2020 年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3,713,822,584.91

3,786,291,400.06

-1.91%

3,443,687,264.2
6

362,632,223.29

528,843,162.26

-31.43%

522,842,9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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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58,505.33

54,454,294.64

52,145,690.74

92,920,76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441,984.73

-23,869,585.07

-26,830,873.51

-88,964,89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430,491.75

-24,917,427.45

-27,398,451.81

-89,929,454.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28,475.09

-15,382,782.42

-21,361,999.29

-4,181,420.13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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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4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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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48%

266,533,049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38%

154,822,846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9%

34,077,600

2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数量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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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进平

境内自然人

0.75%

7,512,000

任建铭

境内自然人

0.47%

4,700,000

严华开

境内自然人

0.32%

3,208,081

高玫

境内自然人

0.31%

3,123,369

罗卫东

境内自然人

0.30%

3,000,200

高晓莉

境内自然人

0.29%

2,953,700

姚淼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0.29%
2,923,900
（1）赛格集团与赛格股份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
关系，赛格集团持有赛格股份 56.7%的股份；
（2）其他流通股东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1）股东陈进平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通过银泰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27,000
股，持股比例为 0.042%。
（2） 股东罗卫东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通过财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000,100 股，持股比例为 0.30%。
（3）股东姚淼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255,300
股，持股比例为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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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初，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环保工程类项目及环保规划设计类业务的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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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随着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复工复产有序的推进，公司在董事会、管理层
领导下，准确研判形势，精心谋划部署，通过项目公司和各方积极协调沟通，加快施工进度，按时完成工
程类项目并竣工验收；同时，公司大力开拓市场，对意向项目保持跟踪，并适时进行调研、考察、论证和
评估，拓展并维护重点客户关系，全力降低疫情对公司经营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环境综合治理规
划设计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深耕传统设计业务，同时大力推动施工业务，努力开拓专业分包和工程
总承包类业务的发展，致力于打造一个专业领先、技术过硬的高精尖型技术服务品牌和具有广阔前景的发
展平台。
1、稳步推进项目建设，积极开拓业务渠道
公司积极拓展盈利渠道，报告期内共参与多项水资源利用提升工程项目、污水处理厂EPC项目、一体
化污水治理PPP项目、综合保税区配套设施建设EPC项目等投资项目的评估及论证工作，并对下一步业务
开展提供依据。受疫情影响，PPP项目的重点工作主要是在建项目管理、技术服务、供货项目采购和项目
回收款等方面。其中：
“遂宁市海绵城市建设PPP项目”包括海绵一期改造项目、管廊项目、道路桥梁项目、景观工程项目
已于6月30日竣工验收完成，转入运营阶段。联盟河水系治理及水生态工程于12月底完工，正在办理验收
手续。
“玉溪市海绵城市建设PPP项目”于2020年已完工33个包内子项，其中道路工程14项、建筑与小区17
项、水系2项；在建项目节点9项：其中道路工程4项、水系3项、建筑与小区1项、末端调蓄池1项。目前已
完工项目正在进行竣工验收及结算工作，计划于2021年全面完成包内全部子项的竣工验收及竣工结算工
作。
“迁安市海绵城市建设PPP项目”一期道路管网及绿化、建筑与小区工程已全部完成，部分已开展运
维工作；二期道路管网及绿化、建筑与小区工程部分已完成初步验收，同时正在进行工程资料的整理及问
题整改工作；三期工程预计在2021年6月底整体完工。
2、完成董事会、监事会及经营班子换届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及其下属各专门委员会、监事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了新一届的经理层
成员。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规范公司运
作。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履行各自的权利
及义务。
3、启动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
2020年9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并发布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公司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还需报有权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董事会将在取得前述批复文件后择机召开公司股东大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偿还有息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非公开发行成功后，将会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有
利于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增强财务稳健性、防范财务风险；有利于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降低财务费用支
出，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增强公司发展潜力。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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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大坪山园区出租力度
受新冠疫情影响，坪山园区的厂房、场地租赁经营业务也受到了冲击。园区部分租赁客户提出缩减租
赁面积、减免租金并希望延迟支付租金，公司通过研究深圳市政府关于疫情期间给予企业相关的减免政策，
及时对水电费进行了优惠，没有发生租户违约、拖欠租金的情况。面对退租情况，及时开发引进新客户，
最大限度的减小租金损失，2020年实现园区租赁收入1,931万元。
5、持续推进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报告期内，根据控股股东方工作要求，公司结合自身的经营业务特点和调整情况、经营环境变化、业
务发展状况、实际风险水平等，积极组织各部门、子公司梳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清单》
，按月定期
开展重大风险防控工作。
6、加强内部审计监督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的审计工作以突出合规重点、加强风险防范为主线，按照工作计划及公司要求开展相
关管理工作。不断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为导向的内控制度，修订《内部审计管理制度》
，新增了《内部审计
人员职业道德规范》
《内部审计工作程序》
《经济责任审计实施细则》
《后续审计工作规定》
《内部审计档案
管理办法》等五个管理制度，为后续开展日常工作提供了制度基础。
7、开展公司规章制度的梳理和优化工作
根据公司最新的组织架构和部门岗位职责，公司对现有规章制度体系进行了全面梳理，对原有制度和
进行修订和优化，逐步完善公司规章制度体系建设，规范业务操作流程，落实和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强化
合规风险防范。公司内控管理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等方面均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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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及运营服务

177,015,978.13

49,783,331.50

32,351,184.72

1,124,358.40

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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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2%

11.76%

-12.81%

-7.93%

3.48%

-32.28%

-76.45%

-6.51%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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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金额-16,611 万元，较2019年度增加亏损17,211万元，主要
原因如下：
（1）2020年度确认非经常性损益357万元，2019年度确认非经常性损益11,054万元，非经常性损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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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10,712万元；
（2）2020年度确认资产减值5,574万元，较2019年度增加4,70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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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 公司经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1）

（1）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详见附注四。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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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执行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对于最早
可比期间期初之前或2020年年初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未进行追溯调整，而是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
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
格。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累积影响金额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重分类
（注1）

2020年1月1日

重新计量
（注2）

小计

应收账款

216,342,787.34 -13,098,962.76

-13,098,962.76

203,243,824.58

合同资产

13,098,962.76

13,098,962.76

13,098,962.76

预收款项

4,027,030.15 -3,950,239.44

-3,950,239.44

76,790.71

合同负债

3,902,608.89

3,902,608.89

3,902,608.89

47,630.55

47,630.55

8,448,911.44

其他流动负债

8,401,280.89

注1：于2020年1月1日，本公司根据工程项目履约进度确认的收入金额超过已办理结算价款的部分的
金融资产，被重分类为合同资产。本公司已办理结算价款超过根据履约进度确认的收入金额部分，被重分
类至合同负债。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160,488,358.77
35,560,559.21
77,978.52
5,693,035.32

6

196,048,917.98
5,874,748.18

影响
-35,560,559.21
35,560,559.21
-5,796,769.66
5,693,0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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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负债

8,589,060.48

8,485,326.14

103,734.34

（二）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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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波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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