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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8                           证券简称：兴蓉环境                      公告编号：2019-71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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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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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本文 董事长 工作原因 杨磊 

李玉春 董事 工作原因 杨磊 

易永发  独立董事 其他会议 冯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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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蓉环境 股票代码 00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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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璐  

办公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锦城大道 1000 号 4-5 层，成

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28）85913967  

电子信箱 xrec000598@cdxr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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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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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113,641,699.43 1,923,505,745.70 1,923,141,624.18 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5,067,907.55 531,256,751.97 531,256,751.97 1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83,360,938.42 524,738,122.93 524,738,122.93 11.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23,735,074.49 744,814,256.92 744,814,256.92 10.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 0.18 0.18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 0.18 0.18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0% 5.36% 5.36% 0.2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2,741,881,261.74 20,921,739,931.72 20,921,739,931.72 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763,714,690.59 10,444,423,883.49 10,444,423,883.49 3.0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按照财政部 2018 年 9 月 7 日发布的《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相关规定，将收到的代扣个税

手续费返还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并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从 2018 年同期利润表“营业收入 ”项目

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单独列报，即其他收益增加 364,121.52 元，营业收入减少 364,121.5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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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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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18% 1,259,605,494 0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8% 59,006,456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1% 53,927,3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0% 32,870,593 0   

常刚 境内自然人 0.99% 29,621,764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2% 21,561,04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中证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0% 20,938,900 0   

高云 境内自然人 0.59% 17,735,491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其他 0.33% 9,712,936 0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1% 9,245,33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持股 5%以上（含 5%）的股东仅成都环境集团一家，是上

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关联属性为控股母公司，所持股份性质为国有法

人股；（2）公司前 10 名股东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3）未知其

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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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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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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4 兴蓉 01 112224.SZ 2019 年 09 月 15 日 110,000 5.49%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6 兴蓉 01 112413.SZ 2021 年 07 月 27 日 110,000 2.95%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绿色债券(第一期) 
19 兴蓉 G1 111081.SZ 2024 年 04 月 28 日 80,000 4.26%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9.31% 46.69% 2.6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85 10.24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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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9年上半年，公司聚焦“新业务、新布局、新面貌”的发展目标，“守初心”服务民生，“担

使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强化产业布局，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升水务环保综合

服务能力，努力打造可持续发展“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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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经济指标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面总体保持良好态势，财务结构及资产状况稳健。公司上半年实现

营业收入21.14亿元，同比增长9.91%；利润总额7.16亿元，同比增长11.76%；归属母公司的

净利润5.95亿元，同比增长12.01%。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227.42亿元，较期初增长

8.70%，归属母公司的净资产为107.64亿元，较期初增长3.06%。 

2019年上半年，公司售水总量41,895.07万吨；污水处理总量46,703.93万吨；污泥处理总

量7.56万吨；垃圾焚烧发电量18,489.18万度；垃圾渗滤液处理总量33.44万吨；中水售水总量

4,048.38万吨。 

 

（二）积极进取开拓市场 

公司深耕水务环保领域，大力开拓市域、省内乃至全国范围的水务环保市场，不断提升

市场份额，发掘新的利润增长点。一是服务成都市“东进”战略，积极对接空港新城、简州新

城等城市水务环保项目，以控股方式完成空港新城合资公司的组建，稳步推进天府国际机场、

岳池嘉陵江供水项目的投资建设及简阳环沱污水处理厂委托运营工作。二是以成都打造“双

城”时代为契机，加速推进成都全域供排水资源整合，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协同发展，报告期内

中标西南航空港组团工业集中发展区第六期工业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项目。三是持续深耕川

内资源，步履坚定开拓国内市场，积极跟进茂县、理县特许经营项目，推进沛县、宁东后续

项目发展，报告期内成功获得沛县供水PPP项目（增加投资部分）。 

 

 

（三）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公司加强项目建设管理，细化各阶段任务。目前，成都市绕城高速输水管道线工程（光

华八线-江家立交）路段总体完工，成都合作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项目建成通水，隆丰环保发

电厂项目进入商业运行，具备满负荷运行能力；成都市中和污水厂二期、成都市第一城市污

水污泥处理厂二期、成都万兴环保发电厂二期、成都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渗滤液处理扩容工

程（三期）、成都市第六、七、九净水厂提标改造项目、温江区排水基础设施PPP项目一期

工程等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成都市自来水七厂三期、成都市第五、六、七净水厂再生水

利用工程、成都市第一城市污水污泥处理厂三期、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大林环保发电厂等项

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四）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公司准确把握打造成都一流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主要内容及各项具体要求，积极参与营商

环境建设。一是组织开展集中宣传工作，宣贯落实营商环境建设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各项要求。

二是切实抓好供排水等基础设施的运行管理，保障运营质量与效率，全面提升服务城市的综

合能力，提高城市环境品质。三是对标国内同行业先进企业，进一步改善服务细节，对业务

流程进行精简优化，并实现与工商、建设、规划部门信息共享，为客户提供更加精准贴心的

服务。 

 

（五）多措并举加强内部管控 

为确保企业高质量发展并提升运营效益，公司不断提高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水平。一是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将公司党委作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写入公司章程，明确

党委在把方向、管大局等方面的领导作用，并厘清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二是强化预

算管理和成本控制，加强各项资金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三是完善市场化

选人用人和干部选拔机制，科学确定人员编制，实现企业精兵简政。四是加强制度建设，开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展制度自评和修订工作，为企业规范运作提供有力抓手。五是进一步强化公司内部管控，规

范业务管理，加强风险控制。 

 

（六）扎实推进党建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党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省委十一

届四次全会、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服务中心大局为导向，

不断夯实党建基础，提升党建质量，为公司改革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一

是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引领公司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二是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积极参加“最

美环保人”、“成都工匠”等评选，讲好公司服务城市发展战略和民生需求的兴蓉故事。三

是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完成公司党委换届选举，实施党建“强基工程”，开展“一企一特色”

环境先锋品牌建设。四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制定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持续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和警示教育，做好违法违纪“以案促改”和专项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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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按照财政部2017年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

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

要求，变更相应会计政策，并按规定于本年1月1日开始执行。 

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注1 

按照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规定，对2019年度中期

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执行新会计政策；按

照财政部2019年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

（财会〔2019〕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

9号）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并按规定于本年1月1日开始执行。 

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注2 

注1：按照财政部2017年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

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

规定，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注2：按照《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的规定，

本集团采用修订后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

表；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

〔2019〕8号）及《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

的有关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并于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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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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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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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新设立子公司岳池兴蓉公司 

2018年12月，本公司与子公司安科公司合资设立岳池兴蓉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万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已完成出资980.00万元，安科公司出资20.00万元。 

（2）阿坝兴蓉新设立子公司理县兴蓉公司 

2019年3月，阿坝兴蓉公司与理县祥润供排水环境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合资成立理县兴蓉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5,500.00万元，持股比例95.00%。截至2019年6月30日，阿坝兴蓉公司完成出资5,225.00

万元。 

（3）阿坝兴蓉新设立子公司茂县兴蓉公司 

2019年1月，阿坝兴蓉公司投资设立茂县兴蓉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6,500.00万元，持股比例

100.00%。截至2019年6月30日，阿坝兴蓉公司出资6,2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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