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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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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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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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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89586598

010-89586598

电子信箱

dongmi@bohai-water.com

dongmi@bohai-water.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调整前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912,645,911.57

749,014,187.14

932,558,335.67

21.85%

-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489,039.46

12,250,667.56

16,836,003.16

10.11%

-1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134,658.47

8,581,234.91

13,133,188.01

-5.20%

-38.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5,114,497.99

-4,375,069.82

-52,847,468.83

-1388.31%

-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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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2

0.0347

0.0477

10.09%

-19.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2

0.0347

0.0477

10.09%

-19.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7%

0.59%

0.78%

0.08%

-0.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调整前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372,444,839.32 8,454,206,589.65 8,454,206,589.65

-0.97%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10,162,252.55 2,003,726,385.09 2,003,726,385.09

0.32%

0.3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1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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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市水务局引滦入港工程管
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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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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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

26,666,668

0

李华青

境内自然人

5.85%

20,61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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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

1.83%

6,444,444

0

厦门时则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1%

5,674,190

0 质押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杭州金
投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04%

3,672,284

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
金－富春定增－553 号资产管理 其他
计划

0.76%

2,666,665

0

16,964,999 质押

20,619,886

5,674,1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披露
《关于股东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的公告》
，
渤海发展基金与入港处、经管办的一致行动人关系已解除，入港处和经
管办的实际控制人同为天津市水务局，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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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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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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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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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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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12,645,911.57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489,039.46元，
总资产8,372,444,839.32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2,010,162,252.55元。
上半年，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行动迅速，措施有力，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
继续围绕“水+健康”、“公共服务+健康服务”打造高增值服务、高品质体验的现代服务业品牌和平台，由标
准化的公共服务向差异化的定制服务转型，立足京津冀、布局长三角，原有业务和增量业务协同发展，整
体工作在逆境中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一、应对新的变化，着力提升转型发展的综合成效。公司积极应对疫情的冲击和内外部的变化，立足
新时期企业发展战略，围绕产业链上下游，推进水务服务的区域资源整合、环保业务向固废领域链接、清
洁能源和健康服务的拓展和深耕，在资产结构优化、产业投资布局上取得新突破，以资本运作盘活存量、
创造增量，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同时打造新的增长点。
二、立足新的平台，继续推进运营业务的服务升级。面对防控疫情的重大考验，公司坚决抓好原水保
障、自来水供应及污水处理等公共服务业务，助力复工复产和经济恢复。为实现运营业务有质量、有效益
的发展，积极探索和实践基础公共服务增值赋能，以市场化机制打造和培育平台，推进“水+健康”、“公共
服务+健康服务”的融合与链接，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健全治理体系，不断增强经营管理的综合能力。结合公司实际，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对标和提升，完善法人治理和内控管理。加强人财物等关键经营要素的统一管理，推动公司专业化管控，
并做好降本增效提质。统筹做好财务管理和资金管理，提高抗风险能力，保证企业安全稳定发展。
四、强化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组织引领的功能作用。加强党建引领，坚持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
合，推进基层党组织服务经营管理、凝聚职工群众和参与公司治理。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持续加强干
部队伍干事创业和担当作为，持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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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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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1）收入准则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
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 1月1日起施行；其
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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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收入确认原则。
（2）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财政部于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
当年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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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
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2019年度的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对2020年年初留存收
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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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1月新设成立涞源县嘉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2020年4月新设成立天津市泉达水务有限公司；2020年4月新设成立渤海
恒铄实业有限公司；2019年9月新设成立天津铸福中医诊所有限公司。
2020年3月注销天津中环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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