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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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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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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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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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为客户
提供城市环境治理的综合技术解决方案，包括环境治理整体方案设计、投资、工程设计和咨询、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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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维护和技术研发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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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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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营业收入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1,887,061,359.95

1,898,551,961.95

-0.61%

1,752,221,68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93,239.69

36,952,220.56

-45.35%

72,416,86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436,508.82

31,768,795.53

-57.71%

36,094,458.57

144,054,151.51

498,252,687.18

-71.09%

242,852,748.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3

0.1048

-45.32%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3

0.1048

-45.32%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

1.83%

-0.83%

3.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8,682,654,178.09

8,454,206,589.65

2.70%

7,729,308,63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6,866,452.78

2,003,726,385.09

0.66%

2,138,269,806.7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445,304,221.10

467,341,690.47

412,869,379.55

561,546,06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13,233.44

5,075,806.02

11,009,786.14

-4,305,58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86,113.15

2,648,545.32

7,913,231.98

-2,611,381.63

-7,189,641.00

-57,924,856.99

-1,066,816.15

210,235,465.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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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18,996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8,938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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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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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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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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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有限合伙）

7.56%

26,666,668

0

李华青

境内自然人

5.85%

20,619,889 16,964,999 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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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限公司

3.12%

10,986,742

0

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合伙）

1.83%

6,444,444

0

厦门时则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业（有限合伙）

1.26%

4,444,445

0 质押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杭州金
其他
投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63%

2,222,222

0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郑宇

0.38%

1,333,332

0

其他

数量

22,900,000

20,619,885

4,44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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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津公司、经管办的一致行动人关系已解除；公司已于 2020 年 9 月 1 日披露《关于控股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东进行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的进展公告》
，兴津公司和经管办的一致行动人关系已解除；李华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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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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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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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渤海股份认真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决策部署，围绕企业发展目标，妥善应对复杂局面，统筹推进各项
任务，保持了稳定的发展：
（一）围绕战略谋篇布局，资本运作驱动效应显现。2020年，公司紧跟国家政策步伐，围绕企业战略
定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整合盘活资源为切入点，依托公司资本运作的平台优势，充分发挥资本运作
的驱动效应，推动资本结构优化、资产保值增值，促进公司转型升级发展。以资本运作推动资产盘活与保
值增值，以资金统筹保障经营稳定与业务发展。
（二）延伸赋能协同发展，加快运营业务转型步伐。2020年，公司围绕产业链上下游，推动实体业务
向公共服务、清洁能源与环境治理的融合与升级，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企业规模、经营效果的持续
提升，落实产业+资本双轮驱动的发展定位。推动公共服务业务深度整合、巩固赋能，推动清洁能源与环
境治理业务向高质量发展。
（三）依法合规夯实基础，发挥合力提高管理效能。2020年，公司围绕经营目标，加强经营管理，坚
持底线思维，落实好依法合规经营和有效防控风险，推动企业管理为业务、为发展服务，创造价值。
（四）加强党团文化建设，凝心聚力释放发展活力。公司以党建统领更加坚强有力地保障企业稳定发
展，充分发挥党组织核心引领作用，丰富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内涵和外延，增强企业转型发展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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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原水

367,141,605.91

82,297,108.41

22.42%

-3.27%

14.45%

3.47%

自来水

370,384,575.43

98,916,657.26

26.71%

-0.82%

-1.58%

-0.21%

污水

232,454,722.95

67,412,841.06

29.00%

23.94%

47.76%

4.68%

供热

274,375,372.21

39,671,456.99

14.46%

-6.04%

-28.43%

-4.52%

工程

553,541,633.90

204,638,684.33

36.97%

7.09%

-5.17%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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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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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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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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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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①2019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科目名称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1,091,317,575.41
108,661,929.31
-982,655,646.10
存货
982,655,646.10
982,655,646.10
合同资产
195,651,457.08
-195,651,457.08
预收款项
195,651,457.08
195,651,457.08
合同负债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本公司于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收入会计准则。根据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
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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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2019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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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新设成立子公司涞源县嘉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2020年4月新设成立子公司天津市泉达水务
有限公司；2020年4月新设成立子公司渤海恒铄实业有限公司；2020年7月新设成立子公司渤海宏铄（连云
港）清洁技术有限公司；2020年1月新设成立子公司天津铸福中医诊所有限公司。
2020年3月注销子公司天津中环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2020年5月注销子公司天津瀚博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2020年9月注销子公司天津市滨联供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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