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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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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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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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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刘毅 工作冲突 谭卫国 

董事 袁晓林 工作冲突 余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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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会议审议并通过《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会议同意公司以总股本 1,232,259,790 股为基

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67,774,288.45元（含

税）。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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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安爱众 60097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伯菊 曹瑞 

办公地址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凤凰大道777号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凤凰

大道777号 

电话 0826—2983033 0826-2983188 

电子信箱 yangbaiju73@sohu.com Caorui825@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情况 

水务行业情况 

水务行业产业链主要涉及从自然水体中取水、水的加工处理、供应和污水处理等环节。产业

链的最上游是水源的获取；水资源的丰富程度、水质的优劣直接影响水务行业原水获取的难易程

度和水生产的成本。水务行业下游主要是城镇居民生活、生产等方面用水需求，城镇人口的增长，

环保节水等政策的要求对水务行业下游需求端产生重要影响。 

从上游水源供给方面来看，我国水资源总量丰富，开发总量在 20%—25%之间。水资源主要

分布在南方区域，北方仅占水资源总量的 20%，区域分布不均衡。根据《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我国地表水中Ⅰ—Ⅲ类水质占比高，地表水质有所改善，但南北方水质存在较大差异。 

从需求端来看，水务行业产业链的下游主要涉及居民生活、生产等方面用水，城镇化进程推

动用水人口持续增长，城市生活用水成为供水行业需求端的主要来源。 

从污水处理行业供给端看，全国城市和县城污水处理能力逐步提高，我国污水处理行业仍保

持增长。污水处理需求端整体发展较快，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成为污水处理行业需求端的主要来源，

污水排放量是衡量污水处理行业需求端的重要指标。 

电力行业情况 

发电业务：2021 年，全国新增水电并网容量 2349 万千瓦，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全国水电

装机容量约 3.91 亿千瓦（其中抽水蓄能 0.36 亿千瓦）。水电作为可再生能源，具有安全稳定、运

行灵活的优势，高度契合国家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

安全新战略，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中占有重要地位，行业发展呈上升趋势。我国未

来水电开发重点是西南诸河，资源稀缺，可开发价值大，发展空间广阔。 

供电业务：2021 年全社会用电量 8312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3%，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4.7%，

两年平均增长 7.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02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4%；第二产业用电

量 5613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1%；第三产业用电量 1423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8%；城乡居

民生活用电量 1174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3%。 

售电业务：2021 年，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37787.4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9.3%，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45.5%，同比提高 3.3 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电力市场中长

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为 30404.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2.8%。截至 2021 年底，四川电力交易

平台注册主体数 24641 家，同比增长 75.1%。省内市场化交易电量 1343.1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6.56%，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41.01%，再创历史新高。 



燃气行业情况 

城市燃气所处市场竞争和发展形势日益严峻，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是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进

程加快，城镇化和人口增长将持续利好燃气行业发展；二是天然气资源富集地、全国天然气体制

改革试点城市、环保、新能源等政策红利，将持续利好天然气快速发展；三是城镇化率提高趋缓，

房地产开发增速下降，传统的商业模式受到影响；四是能源品种竞争加剧，新能源技术日新月异，

随着分布式能源等新一代综合能源综合利用技术和能源耦合技术的推广，天然气传统利用模式面

临挑战和调整，以电为代表的能源替代竞争加剧；五是油气体制改革导致天然气市场竞争格局发

生巨变，上游企业向下游发展。上游企业加大实施“上下游一体化”和打造“黄金终端”的战略，

运营创效对城市燃气市场的冲击和挤压空前，能源综合服务开放竞争，市场格局分散。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水力发电、供电、天然气供应、生活饮用水、水电气仪表校验安装和调试。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未发生变化。 

（三）经营模式 

水务板块：公司下设水务事业部，负责水务板块专业化运营和技术管理。 

（1）制水：公司制水所取原水分别来自渠江、全民水库、响水滩水库、天池湖、嘉陵江、龙

滩水库、关门石水库等河流和水库。目前，公司拥有自来水厂 10座，年供水能量 11,132.5万 m³。 

（2）供水：公司负责广安区、前锋区、岳池县、武胜县、邻水县、华蓥市等 6个区县市供水

市场经营、运维和管理。报告期内，公司拥有供水客户 69.79 万户，2021 年实现售水量 8041.48

万 m³，同比增长 7.07%。 

（3）污水处理：公司在广安市邻水县拥有一家日均处理能力 2万吨的污水厂，负责处理邻水

县部分生活污水。 

电力板块：公司下设电力事业部，负责电力板块专业化运营和技术管理。 

（1）发电：公司共有水电站 12 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43.64 万千瓦，其中富流滩电站、泗

洱河电站、广草坪电站、油坊沟电站、新疆哈德布特电站、江油龙凤电站为全电上网模式，凉滩

电站、四九滩电站为自发自供、余电上网模式；高低坑电站、大高滩电站、大桥电站、天池湖电

站为自发自供模式。 

（2）供电:公司拥有 110KV 变电站 11 座，35KV 变电站 21 座，110KV 线路 297 公里，35KV

线路 446 公里，10KV 线路 3681 公里。拥有 3 个供电市场、分别是广安区、前锋区、岳池县，电

力客户 86.15 万户。报告期内，实现供电销售量 16.41 亿 KWH，同比增长 11.11%。 

（3）售电：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爱众能源销售有限公司开展售电业务，2021 年完成网外电



量销售 18300 万 KWH。 

燃气板块：公司下设燃气事业部，负责燃气板块专业化运营和技术管理。 

（1）采购：公司气源主要来自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销售：通过建立城市管线、储配站等设施，把燃气输送至终端用户。目前，公司拥有广

安区、前锋区、武胜县、邻水县、西充县以及云南德宏两市三县（芒市、瑞丽市、盈江县、梁河

县、陇川县）、贵州毕节等 11个燃气市场；已建成城市长输管线 247余公里，中压管线 1184余公

里；拥有储配气站 9座（其中 LNG储配站 4座），配气门站 6座，区域调压站 4座，CNG加气站 4

座；年供气能力 5.3 亿 m³，在核定区域内管道供气市场占有率 100%，直接服务燃气用户 71.03

万余户。2021 年实现售气量 2.30 亿 m³，同比增长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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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9,623,686,016.69 8,850,177,677.43 8.74 8,814,994,490.8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117,721,352.31 3,977,416,994.56 3.53 3,814,258,709.28 

营业收入 2,394,042,546.09 2,269,214,138.49 5.50 2,218,931,300.2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8,948,270.32 188,880,147.80 10.62 245,411,680.1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0,154,801.97 170,286,577.29 -0.08 209,437,045.3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49,166,522.53 673,270,662.84 -18.43 472,539,819.6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86 4.85 

增加0.01个百分

点 
6.4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696 0.1533 10.63 0.259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696 0.1533 10.63 0.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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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289,260.83 550,386,865.47 610,003,684.72 699,362,73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2,358,531.40 82,362,552.49 76,916,678.24 27,310,50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7,975,082.70 78,217,894.55 73,779,912.17 181,91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1,679,685.94 117,704,612.95 151,280,459.17 198,501,764.4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8,3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7,38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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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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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四川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24,170,000 215,826,488 17.51 0 质押 94,600,000 

国有

法人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 0 149,717,599 12.15 0 无 0 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四川裕嘉阁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13,861,476 61,140,003 4.96 0 质押 48,188,1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广安神龙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00 39,082,156 3.17 0 无 0 
国有

法人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0 35,907,183 2.91 0 无 0 

国有

法人 

北京风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风炎投资.安瑞 1

号私募基金 

0 21,638,754 1.76 0 无 0 其他 

杨林 -7,184,150 16,946,516 1.3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北京风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风炎投资.鑫龙 1 号

私募基金 

0 13,504,526 1.10 0 无 0 其他 

周宇光 12,094,410 12,094,410 0.9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高华—汇丰

—GDLDMAN,SACHS&CO.LLC 
10,372,460 10,372,460 0.84 0 无 0 

境外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本报告期末，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3.73%的

股权；2、爱众集团与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了《关于表决权等事宜的协议》，将“领瑞投资.安瑞 1

号”基金作为爱众集团一致行动人在二级市场增持股

票。此后，爱众集团与嘉兴风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

基金管理人）、北京领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基金管

理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基金托管人）、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基金托管人）签署了《风炎投资

安瑞 1号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变更协议》，基金名称由

领瑞投资.安瑞 1号变更为风炎投资.安瑞 1号,基金管

理人变更为嘉兴风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变

更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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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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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四川广安爱

众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

公司债（第一

期 

18爱众 01 143802 
2023 年 9 月

17 日 
50,000,000 6.20 

四川广安爱

众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

公司债（第一

期 

19爱众 01 155737 
2024 年 9 月

23 日 
400,000,000 4.98 

四川广安爱

众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

度中期票据

（第一期） 

21 广安爱众

MTN001 
102100788 

2026 年 8 月

26 日 
300,000,000.00 5.45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公司债

（第一期）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对外披露《四川广安爱

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21 年度付息公

告》，具体情况：1、本年度计息期限：2020年 9月 17 日至 2021年 9月

16日；2、票面利息及付息金额：按照每手本期债券面值为 1000元，派

发利息 62元（含税）。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公司债

（第一期）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对外披露《四川广安爱

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21 年度付息公

告》，具体情况：1、本年度计息期限：2020年 9月 23 日至 2021年 9月

22日；2、票面利息及付息金额：按照每手本期债券面值为 1000元，派

发利息 49.8元（含税）。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4.80 53.20 1.6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70,154,801.97 170,286,577.29 -0.08 

EBITDA全部债务比 0.26 0.30 -0.05 

利息保障倍数 2.97 2.73 0.2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水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4.65亿元，同比增长 4.68%；售水量 8041.48万 m³，同比增长 7.07%。电

力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11.26 亿元，同比增长 8.69%；发电量 17.34亿 kwh，同比增长 7.29%；发电

上网电量 14.25亿 kwh，同比增长 9.18%；供区售电量 16.41亿 kwh，同比增长 11.11%。燃气板块

实现营业收入 7.87亿元，同比增长 9.46%；售气量 2.30亿 m³，同比增长 10.59%。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