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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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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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2年度暂不实施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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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控股 600168 未发生变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凯 陈曦 

办公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63号武汉控

股大厦 

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63号武汉

控股大厦 

电话 027-85725739 027-85725739 

电子信箱 dmxx@600168.com.cn dmxx@600168.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污水处理行业  

近年来，污水处理行业也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

方案》《“十四五”城镇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等系列文件陆续下发，城镇污水处理系

统正在向具有更高效率、更高质量的精细化模式转变。从城市水环境系统的整体治理需求出发，

合理进行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有针对性地确定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的出水标准成为未来污水

处理行业发展重要目标。在新的形势下，污水处理项目已开始延伸到以管网、污水处理厂、河道、

岸线景观等组成流域环境单元的“系统模式”，同时与信息化产业融合发展，实现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成为污水处理行业增量提质发展的新契机。未来，为实现环保基础设施一体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污水处理行业将朝着“规范化”及“乡镇化”方向发展，逐步形成由城市向



建制镇和乡村延伸覆盖的环境基础设施网络，有效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2、水务工程建设行业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动，国家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程度不

断提升，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改善国民经济及城市人居环境，强化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国

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城市基础设施提升。报告期内，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2 年 2 月转发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部署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助力稳投资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导意见》中提

出要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进一步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环境质量，完善现

代环境治理体系；2022 年 4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

大动脉，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规模化供水工程，加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2022

年 7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通知》，围绕构建

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提出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体

系化建设、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推进城市智慧化转型发展等四

条发展目标，水务工程建设已成为稳定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未来，为了解决城市基础设施

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全面建成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

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将势在必行，水务工程建设领域仍将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3、自来水生产行业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行业在传统体制下大多数为地区自然垄断行业，总体来看，传统城镇供水

市场趋于饱和，农村及城乡供水一体化市场仍然具有较大发展空间。报告期内，国家发展改革委

于 2022 年 6 月印发了《“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该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将提高到 88%，有条件的地区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推进市政公共设施智慧化改造、增加智能水

务与终端等。未来，农村供水、城乡供水一体化及智慧水务建设将是自来水生产和供应行业重要

发展方向。 

4、隧道运营业务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路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目前我国公路隧道已经从建设期逐渐

进入运营期，国内特长隧道的数量及里程均在不断增加，隧道运营业务对管理水平要求也随之日

益提高。未来，专业化隧道运营业务市场空间逐步释放，专业化企业运营将是必然发展趋势，采

用特许经营方式也将成为隧道运营的重要模式之一。 

公司核心业务包括污水处理、水务工程建设、自来水生产、隧道运营等。报告期内，公司从

事的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1、污水处理业务 

公司充分利用自身在污水处理业务的区域优势，向武汉市中心城区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公司

下属排水公司为武汉市主城区提供污水处理服务，是武汉市污水处理行业的龙头企业。根据其与

武汉市政府签订的《武汉市主城区污水处理项目运营服务特许经营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排水公

司自 2012 年 4 月 25 日起，获得 30 年污水处理服务特许经营权，对特许经营项目下各类城市污水

收集、运输、处理等相关设施享有经营管理、运营维护和重置更新，在所服务区域提供合格的城

市污水处理公共服务，并获得合理服务费用的特许权利。武汉市政府方作为唯一买方在特许经营

期内，向排水公司采购污水处理服务并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报告期内，龙王嘴污水处理厂扩建

工程（四期）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完成土建工程，具备通水能力。截至报告期末，排水公司下属

黄浦路厂（10 万吨/日）、二郎庙厂（24 万吨/日）、龙王嘴厂（40 万吨/日）、汤逊湖厂（20 万吨/

日）、南太子湖厂（35 万吨/日）、黄家湖厂（40 万吨/日）、三金潭厂（50 万吨/日）、落步嘴厂（12

万吨/日）、北湖厂（80 万吨/日）等九座污水处理厂，总设计处理能力为 311 万吨/日，相应的自

管污水泵站 27 座、自管污水收集管网 204 公里。 

除排水公司外，公司积极在全国范围内拓展水务市场，通过公开市场招标、股权并购等方式，



先后获得以下污水处理项目： 

（1）武汉市东西湖区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处理规模为 10 万吨/日，设计出水水质执行国家

一级 A 排放标准。根据与武汉市东西湖区水务局签订的《东西湖区污水处理厂一期建设工程 BOT

特许经营协议》，该项目采用 BOT 模式，特许经营期为 21 年，已于 2018 年开始投产运行。 

（2）湖北省宜都城西污水处理厂 BOT 项目，处理规模 1 万吨/日。根据与宜都市政府签订的

《宜都市城西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 BOT 协议书》，该项目采用 BOT 模式，特许经营期为 29 年，已

于 2019 年开始投产运行。 

（3）湖北省仙桃市乡镇生活污水处理 PPP 项目，处理规模为 4.5 万吨/日。根据与仙桃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签订的《仙桃市乡镇生活污水处理 PPP 项目合同》，该项目采用 PPP 模式，

特许经营期为 30 年。2020 年 12 月，仙桃市乡镇生活污水处理 PPP 项目经当地市政府正式批复同

意于 2020 年 12 月 12 日转入商业运营。 

（4）黄梅县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PPP 项目，处理规模为 1.08 万吨/日，根据与黄梅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签订的《黄梅县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PPP 项目协议》，该项目采用 PPP 模式，特许经营期

为 30 年，项目获批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转入商业运营。 

（5）海南澄迈县农村污水治理项目（第一批 18 个村、第二批 42 个村），项目采用 EPCO 模

式，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水务环境负责上述污水处理工程的运营。截止至报告期末，18 村项目接

收行政村 13 个，设计处理水量 0.21 万吨/日；42 村项目接收行政村 22 个，设计处理水量 0.31 万

吨/日。 

（6）海南澄迈镇域污水处理厂项目，由澄迈县水务局将 11 座镇域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 1.38

万吨/日）委托给武汉水务环境，武汉水务环境负责上述污水处理工程的运营维护，并收取委托运

营费。截止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接收并获准运营项目内的 10 座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已接收项

目规模 1.3 万吨/日。 

（7）红安县乡镇生活污水治理 PPP 项目，处理规模为 1.36 万吨/日。根据与红安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签订的《红安县乡镇生活污水治理 PPP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该项目采用 PPP 模式，特

许经营期为 30 年。报告期内，公司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了水务集团持有的红安既济公司 84%股权

（详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2022 年 6 月 28 日公司相关公告）。 

（8）海南澄迈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PPP 项目，合计处理规模 1.27 万吨/日，PPP 项目总投资

200,965.65 万元。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收到由澄迈县水务局发布的《中标通知书》。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污水处理设计能力增加 12.33 万吨/日（含委托运营增加 0.97 万吨/日），

达到 330.76 万吨/日（含委托运营 1.82 万吨/日）。各污水处理厂经营稳定，共处理污水 94,970.93

万吨，较上年同比增加 2.14%。 

此外，公司正在推进南太子湖厂等污水设施扩建项目的实施，未来随着上述项目的建成投产，

将进一步提升公司污水处理能力，提高规模效应及区域经营优势。 

2、水务工程建设业务 

公司水务工程建设业务主要通过下属子公司工程公司和武汉水务环境开展。工程公司具备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城市园林

绿化壹级等多项资质；取得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 GB/T50430-2007 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四标一体”认证证书，

并于 2012 年通过了武汉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体系标准化评审，成为安全体系标准化达标企业。工

程公司集用户工程施工、专业大型管道施工、大型场站施工以及水行业智能化系统设计、施工和

运维服务为一体，逐步成长为武汉市水务建设工程领域的排头兵。截止报告期末，武汉水务环境

作为公司高新科技企业，已共计获得 23 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及 1 件发明专利，与工程公司形成在

水务施工建设业务领域差异化协同发展态势。报告期内，公司水务工程板块收入 82,416.43 万元。 



3、自来水生产业务 

公司自来水业务产品为市政自来水，经营区域在武汉市汉口地区。下属宗关水厂、白鹤嘴水

厂总设计处理能力为 130 万吨/日，能够有效地满足服务区域内社会用水需求，居于区域主导地位，

根据公司与市水务集团公司签署的《自来水代销合同》，公司将生产的自来水通过市水务集团公司

的供水管网资源进行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两水厂实现供水量 31,318.83 万吨，同比增加 934.97 万吨，增幅为 3.08%。 

4、隧道运营业务 

公司控股的长江隧道公司是武汉长江隧道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主体，是武汉市大型隧道投资、

建设和运营单位。武汉长江隧道目前是武汉市中心城区的重要长江过江通道之一，对缓解武汉市

过江交通的拥挤状态发挥了重要作用。自 2018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武汉市停止征收“九桥一隧一

路”车辆通行费，但未明确自 2018 年起长江隧道公司原有营运模式及盈利机制是否调整，该事项

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暂无法判断。（详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2017 年 9 月 14 日公

司相关公告） 

报告期内，长江隧道公司继续将对外拓展作为公司重要的发展战略。2022 年 8 月 30 日，长

江隧道公司与中铁隧道集团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组建联合体成功中标汕头海湾隧道试运营运维管理

服务项目。（详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2022 年 9 月 5 日公司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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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20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0,401,044

,995.48 

19,706,975,

615.36 

18,025,521

,487.00 
3.52 

17,589,048,

110.82 

16,329,035,

788.80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091,412,

258.13 

6,004,867,4

79.29 

5,963,869,

550.12 
-15.21 

5,615,665,4

64.15 

5,374,784,9

55.40 

营业收入 2,893,870,

999.07 

2,861,551,5

85.23 

2,011,899,

168.53 
1.13 

2,256,881,3

12.83 

1,643,603,4

63.84 

扣除与主营

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和

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收入

后的营业收

入 

2,784,473,

005.38 

1,666,940,6

51.10 

1,943,440,

426.64 
67.04 

2,191,585,2

77.33 

1,578,637,4

92.2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357,599.

67 

437,104,763

.18 

398,936,27

6.95 
-99.00 

271,291,171

.51 

255,424,226

.19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26,769,96

5.58 

-2,667,051.

99 
547,436.42 

-903.7

3 

219,534,557

.68 

225,766,348

.69 

经营活动产 286,793,00 449,793,295 198,693,96 -36.24 1,044,728,8 1,124,117,6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0.44 .28 5.39 20.13 34.73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0.07 7.53 7.21 减少

7.46个

百分点 

4.90 4.83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01 0.62 0.56 -98.39 0.38 0.36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01 0.62 0.56 -98.39 0.38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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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970,712.22 781,258,650.65 606,468,912.49 870,172,72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1,005,323.06 54,639,471.34 5,237,127.20 -96,524,32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3,311,521.29 47,216,993.87 -2,932,897.32 -104,365,583.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4,718,169.73 26,791,125.89 37,061,705.47 487,658,338.8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子公司排水公司联营企业汉西公司对前期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相应追溯调整了前期已披露的财务报表。（详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2023 年 3 月 14 日

公司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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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2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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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数量 



股份

数量 

状态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 
0 285,100,546 40.18 0 无 

  
国有法人 

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

限公司 
0 106,435,454 15.00 0 无 

  
国有法人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0 34,768,416 4.90 0 无 

  
国有法人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9,978,192 15,500,200 2.18 0 无 

  
国有法人 

解剑峰 90,000 6,990,000 0.99 0 无 
  境内自然

人 

陈宜辉 -1,986,851 4,348,600 0.61 0 无 
  境内自然

人 

李度建 2,134,900 2,134,900 0.30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元顺安元

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911,042 1,911,042 0.27 0 无 

  

其他 

陈峰 1,284,699 1,670,000 0.24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彭志军 0 1,590,300 0.22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与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不知除上述公司之外的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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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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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武汉三

镇实业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绿

色债券 

G20 武控（上

交所）、20 武

控绿色债（银

行间） 

152407.SH（上

交 所 ） 、

2080039.IB

（银行间） 

2025-03-12 870,000,000 3.60 

武汉三镇实业

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

度第二期超短

期融资券 

22 武汉三镇

SCP002 
012283405.IB 2023-06-26 600,000,000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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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武汉三镇实业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绿

色债券 

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司完成 8.7 亿元绿色企业债券的发行工作。报告

期内，公司已按时完成本期债券利息的偿付。 

21武汉三镇 SCP001 2021年 5月，公司完成 2021 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7亿元的发行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时完成本期债券的偿付。 

22三镇实业 SCP001 2022年 1月，公司完成 2022 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7亿元的发行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时完成本期债券的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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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73.95 68.36 8.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6,769,965.58 -2,667,051.99 -903.73 

EBITDA全部债务比 0.070 0.109 -35.84 

利息保障倍数 1.010 2.377 -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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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工程公司 100%股权及红安公司 84%股权收购。（详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2021 年 12 月 10 日、2021 年 12 月 27 日、2022 年 1 月 7 日、2022 年 1 月 20 日、

2022 年 6 月 27 日公司相关公告）2022 年，公司累计污水处理结算水量 95,028.63 万吨，其中排

水公司结算价格为 1.99 元/吨，宜都水务环境结算价格为 1.09 元/吨，武汉济泽公司结算价格为

1.07 元/吨，仙桃水务环境结算价格为 3.20 元/吨，黄梅济泽公司结算价格为 2.35 元/吨，红安既

济公司结算价格为 2.26 元/吨，实现污水收入 178,187.50 万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61.57%。水

务工程收入 82,416.43 万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28.48%。自来水生产累计供水量 31,318.83 万吨，

结算价格 0.55 元/吨，实现供水收入 16,723.65 万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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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