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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5                               证券简称：渤海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0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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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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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6586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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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股份 股票代码 0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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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霞 刘杨 

办公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 290 号 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 290 号 

传真 010-89586920 010-89586920 

电话 010-89586598 010-89586598 

电子信箱 dongmi@bohai-water.com dongmi@bohai-wate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原水开发供应，区域间调水，粗质水，自来水生产及输送，优质地下水高附加值经

营，直饮水，城镇集中式供水，水务新技术研发应用，水环境治理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市

政及园区污水处理工程的投资及总承包，固废危废处置及资源再利用，清洁能源供暖业务。在供水领域，

公司是天津市滨海新区原水的主要供应商以及部分区域的自来水供应商。在环境治理领域，公司可提供城

市环境治理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等服务，同时公司立足京津冀和长三角区域，提供固废危废处置及资源

化利用服务。在清洁能源领域，公司采用热电联产、相变储能等清洁能源技术，提供市政清洁能源供暖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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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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7,795,315,669.48 8,682,654,178.09 -10.22% 8,454,206,58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94,047,177.72 2,016,866,452.78 3.83% 2,003,726,385.09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812,227,480.20 1,887,061,359.95 -3.97% 1,898,551,96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40,683.51 20,193,239.69 -43.34% 36,952,22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911,905.58 13,436,508.82 -330.06% 31,768,795.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585,790.94 144,054,151.51 11.48% 498,252,687.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4 0.0573 -43.46% 0.1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4 0.0573 -43.46% 0.1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7% 1.00% -0.43%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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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938,255.36 316,917,917.34 326,071,899.07 617,299,40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48,740.76 7,923,622.71 -3,283,584.88 -5,248,09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27,072.48 -9,264,011.70 -7,194,134.33 -21,380,832.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272,520.84 83,654,049.77 19,530,051.51 81,674,2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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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0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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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兴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46% 79,200,321 0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01% 45,868,7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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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青 境内自然人 5.68% 20,019,883 15,464,917 质押 20,019,883 

北京宏儒和愉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4.97% 17,538,787 0   

天津市水利经济管理办公室 国有法人 4.82% 16,990,862 0   

天津渤海发展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2% 10,986,742 0   

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3% 6,444,444 0   

北京华高永利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华高永利 2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2% 2,550,000 0   

李晶 境内自然人 0.59% 2,066,586 0   

高华－汇丰－GOLDMAN, 

SACHS & CO.LLC 
境外法人 0.55% 1,928,64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华青与石家庄合力为一致行动人，与其他股东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本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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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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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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