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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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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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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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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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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天健审[2020]3568 号审计报告确认：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合并报表净利润为 43,165,993.67元，基本每股收益 0.12元。同时确认母公司 2019年

度实现净利润为-6,595,518.92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33,727,090.30元,会计政策变更调增年

初未分配利润 2,890,965.66 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37,431,643.56 元，本年度无实际可供全体

股东分配的利润。 

公司 2019 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本次不派发现金股利；不派发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

不转增股本。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须交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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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钱江水利      600283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建 杨文红 

办公地址 杭州市三台山路3号 杭州市三台山路3号 

电话 0571-87974387 0571-87974387 

电子信箱 zj@qjwater.com.cn ywh@qjwater.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同时经营污水处理和市政自来水管道安装业务。公司水

务产业链条完整，享有厂网一体化、供排水一体化优势。公司主业所处的水务行业受到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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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公司在水务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公司未来发展前景良好，公

司对中国未来的水处理行业和环保产业与充满期待和希望。  

公司供水业务涵盖供水服务全产业链，包括原水、取水、制水、输水到终端客户服务，总供

水设计规模 171 万吨/日。本年新增供水规模 10.5 万吨/日，系兰溪芝堰水厂（原溪西水厂迁建工

程）10 万吨/日及收购舟山朱家尖水厂 0.5 万吨/日。 

公司主要通过与当地水务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组建水务公司，运营供水项目。包括：

1.原水供应：将水库原水通过供水管网直接输送给制水企业，业务主要分布在嵊州及兰溪，设计

规模 20 万吨/日；2.自来水供应：将原水通过自来水处理工艺后，将符合国家标准的自来水通过

城市供水管网销售并输送给用户，业务分布杭州、舟山、丽水、永康、兰溪、平湖、金西、安吉

等地，总设计规模 151 万吨/日。  

公司污水处理业务系从城市污水管网收集生活污水、工商业污水、雨水及其他污水进行无害

化处理，使污水处理厂经处理后的污水排放达到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标准。公司污水处理总设计规

模 32 万吨/日，本年新增丽水城市污水厂提标扩能 1 万吨/日处理规模。公司污水处理业务由丽水

供排水公司、永康水务公司以及宁海污水公司运营。  

公司市政自来水管道安装业务作为水务业务的延伸，包括管道安装工程业务和水务工程材料

销售业务，其中管道安装工程业务一般由水务公司下属安装分子公司主要业务包括房产片区自来

水管道铺设、农村自来水及管网铺设和配合市政道路自来水管道铺设等工程施工业务。 

（二）行业情况 

公司主业所处的水务行业受到国家政策支持，有广阔的市场前景。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

快速推进，特别是现代互联网技术对水务行业的渗透及发展，水务行业以其具有巨大的市场规模、

稳定的投资收益带来的良好投资回报，成为我国发展最快和最具有投资价值的行业之一。近年来，

我国水务市场用水需求总量基本呈现持续平稳增长的态势，河道治理与生态修复全面铺开，污水

处理率和污水处理能力快速增长，污水处理设施掀起升级改造潮，智慧水务逐渐成为水务市场新

的投资热点。 

1、供水方面：供水行业属于公用事业领域，具有自然独占属性，有规模经济和安全性特征，

随着国内城镇化推进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自来水需求量和饮用水标准逐渐提高。 

2016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了《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

规划》，明确十三五期间城乡供水方向规划全国新增供水能力 270 亿立方米，即新增产能约 7400

万立方米/日。供水规模的新增要求加快城乡供水管网建设和改造，降低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加



4 
 

快重点水源工程建设，实施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加强雨水和海水利用；加强城市应急和备用水源

建设，单一水源供水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应于 2020 年底前基本完成备用水源或应急水源建设。这一

系列的工程建设带来了万亿级的城镇供水投资市场。 

2018 年 6 月 2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

要求建立充分反映供水成本、激励提升供水质量的价格形成和动态调整机制，为水务行业的良性

发展提供了政策基础。 

2018 年 7 月，水利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坚决打赢农村饮

水安全脱贫攻坚战的通知》（水农〔2018〕188 号）文件，2018 年 12 月，浙江省出台《浙江省农

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计划》，正式启动实施“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目标到 2020 年，全省

努力构建起以城市供水县域网为主、乡镇局域供水网为辅、单村水厂为补充的三级供水网，基本

建成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建设、市场化运营、专业化管理的农村饮用水体系，全面建立健全农村

饮用水县级统管长效管护机制，基本实现城乡居民同质饮水，到 2022 年，努力实现全省农村饮用

水达标人口全覆盖。2019 年 4 月，财政部税务总局下发《关于继续实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税收优

惠政策的公告》，公布了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对饮水工程建设、运营的有

关税收优惠政策，为农饮水项目推进提供政策支持。一系列政策出台有利于公司供水业务的发展。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目前我国供水总量增速趋缓并有所下降，供水行业发展速度已趋于平稳。

同时，我国供水市场整体仍呈现过度分散，集约化程度低的特征，最大的供水企业市场占有率未

超过 5% ，排名前十的企业已运营规模大约占据了 16.5% 的市场份额，市场过度分散制约了水

务行业的技术进步及服务的集约化。近年来，行业领先企业积极把握行业整合趋势，开展收并购、

做大业务规模，供水行业逐渐由各城市单点发展到全国性、区域性统一战略布局。 

2、污水处理方面：党的“十九大”以来，建设生态文明被提升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

计，污染防治被确立为未来三年国家三大攻坚任务之一，高规格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召开更

是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环保产业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 

政策方面，2016 年 12 月 31 日，国家发改委和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了《“十三五”全国

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底，实现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全覆

盖，城市污水处理率要达到 95%。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于 2018 年开始正式实施，更加明确

了各级政府的水环境质量责任，实施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许可制度，加大污染防治以及对违法行

为的惩治力度。 

行业标准方面，污水处理的提标改造为行业进步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我国的污水处理总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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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较大，但出水水质标准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随着社会对水环境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

我国仍有大批污水处理厂需要进行升级改造，这也将为我国污水处理行业的整体技术进步带来新

的发展空间。 

另外，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也将不断扩大污水处理服务市场的外延。快速发展的

城镇化进程不断对污水处理行业提出更高的服务要求，随着国家节能减排力度的加大，投入运行

的污水处理厂总数将不断上升，市场化运营服务的增量和保有量两项指标将长期稳定在高位运行。

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和小城镇不断提升生活品质的需要，适应小城镇规模的中小型污水处理设

施将大量出现；同时由于水资源日益宝贵，集中式水再生处理系统与就地(小区)型水再生处理系

统相结合的配置模式将获得普遍应用。总体来说，无论是在大都市、中小城市还是在小城镇，污

水处理行业都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对应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污水处理市场仍面临着

配套管网建设慢、污水处理项目运营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流域化管理力

度不够等问题，这些都影响了污水处理行业的稳定发展。在国家实施节能减排战略、加快培育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背景下，我国污水处理行业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进入规范期，简单依

赖政府宽松的金融环境的商业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随着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回头看”启动及水专项督察开展，环保督察的问责考核更加精准，相应的环保处罚力度空

前严厉，污水处理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也随之增加，对环保行业企业的技术水平

和运营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3、公司在水务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是浙江省内水务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良好，亦对中国未来的水处理行业和环保产业充满期待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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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5,171,402,341.71 5,042,436,462.14 2.56 4,834,587,818.33 

营业收入 1,174,868,291.01 1,067,746,400.89 10.03 981,292,45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3,165,993.67 57,978,487.43 -25.55 72,590,34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628,381.22 31,159,079.82 -65.89 46,469,21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856,900,840.50 1,809,473,636.13 2.62 1,824,666,872.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44,598,491.29 398,920,865.66 11.45 287,537,18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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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2 0.16 -25.00 0.2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2 0.16 -25.00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35 3.19 减少0.84个

百分点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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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768,194.24 290,507,725.16 307,545,433.26 318,046,93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693,647.73 -30,230,667.78 33,953,267.48 24,749,74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7,339,561.70 -36,230,282.48 29,144,945.19 10,374,156.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7,981,840.09 95,758,646.73 134,663,240.43 166,194,764.0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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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2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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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0 118,436,629 33.55 0 无   国有法

人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0 89,802,172 25.44 0 无   国有法

人 

钱江硅谷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0 22,729,832 6.44 0 无   国有法

人 

浙江省水电实业公司 0 16,077,044 4.55 0 无   国有法

人 

高建勇 200 1,360,305 0.39 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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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德资 0 1,126,592 0.32 0 未知   其他 

梁志军 -88,200 992,195 0.28 0 未知   其他 

林珍 0 890,000 0.25 0 未知   其他 

王洪运 0 513,500 0.15 0 未知   其他 

周东海 505,901 505,901 0.14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钱江硅谷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第一、第三股东与第二、第四股东之

间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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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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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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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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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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日水处理规模达 203万吨，其中供水处理规模 171万吨/日，污水处理规

模 32万吨/日。 

2019年度，公司供水业务实现售水量 36,541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1,789万吨，增幅 5.15%。

主要系舟山自来水公司朱家尖区域及岱山渔山岛的水量增长，兰溪水务公司工业水厂管网延伸以

及钱塘垅水厂区域水表清查、金华市金西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管网延伸及工业区用水大户用水量

增加、平湖水务公司园区企业大户改造完成用导致用水量增加。公司整体供水形势平稳。 

2019年度，公司实现污水处理量 10,889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318万吨，增幅 3.01%，主要

系丽水市城市污水厂提标扩能工程完成，处理量增加，全年污水量较上年略有增长。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7,486.83 万元，同比增长 10.03 %；公司 2019 年实现合并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4,316.60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减少 1,481.25 万元，下降

了 25.55%，主要原因系参股公司天堂硅谷本期因对投资的康美药业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导致

天堂硅谷 2019年度亏损 1.40亿元，公司按权益法核算确认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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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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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和企业会计准

则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

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3,332,440.46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53,332,440.4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60,553,066.77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60,553,066.77 

2. 本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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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以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

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

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

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非交易性权益类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

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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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

应收款。 

(1)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 2019年 1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8年 12月 31日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2019年 1月 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33,175,002.91 -133,175,002.9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33,175,002.91 133,175,002.91 

长期股权投资 583,088,198.67 4,389,815.68[注] 587,478,014.35 

短期借款 469,900,000.00 653,817.08 470,553,817.08 

其他应付款 170,330,851.32 -2,378,563.83 167,952,287.4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452,263,222.37 61,220.59 452,324,442.96 

长期借款 402,191,969.36 1,327,259.49 403,519,228.85 

长期应付款 105,597,945.86 336,266.67 105,934,212.53 

  其他综合收益 -9,015,417.81 1,498,850.02[注] -7,516,567.79 

  未分配利润 222,537,151.82 2,890,965.66[注] 225,428,117.48 

[注]：公司联营企业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堂硅谷公司）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相应追溯调整了其 2019年 1月 1日其他综合收益以及留存收益。本公司根据持股比例

相应调整期初其他综合收益 1,498,850.02元,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 2,890,965.66元。 

(2) 2019年 1月 1 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的

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表： 

项  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贷款和

应收款项） 
575,712,780.53 摊余成本 575,712,780.53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贷款和

应收款项） 
53,332,440.46 摊余成本 53,332,440.46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贷款和

应收款项） 
7,442,950.63 摊余成本 7,442,950.63 

其他流动资产-结

构性存款 

摊余成本（贷款和

应收款项） 
100,000,000.00 摊余成本 100,000,000.00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133,175,002.9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133,175,0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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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短期借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

融负债） 
469,900,000.00 摊余成本 470,553,817.08 

应付账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

融负债） 
160,553,066.77 摊余成本 160,553,066.77 

其他应付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

融负债） 
170,330,851.32 摊余成本 167,952,287.4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摊余成本（其他金

融负债） 
452,263,222.37 摊余成本 452,324,442.96 

长期借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

融负债） 
402,191,969.36 摊余成本 403,519,228.85 

长期应付款 
摊余成本（其他金

融负债） 
105,597,945.86 摊余成本 105,934,212.53 

(3) 2019年 1月 1 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

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2018

年 12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

示的账面价值（2019

年 1 月 1 日） 

A. 金融资产 

a. 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按原 CAS22列示的余

额和按新 CAS22列示

的余额 

575,712,780.53   575,712,780.53 

     

应收账款     

按原 CAS22列示的余

额和按新 CAS22列示

的余额 

53,332,440.46   53,332,440.46 

     

其他应收款     

按原 CAS22列示的余

额和按新 CAS22列示

的余额 

7,442,950.63   7,442,950.63 

     

其他流动资产-结构

性存款 
    

按原 CAS22列示的余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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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和按新 CAS22列示

的余额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总金融资产 
736,488,171.62   736,488,171.62 

b.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按原 CAS22 列示的

余额 
133,175,002.91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权益工具投资(新

CAS22) 

 133,175,002.91   

按新 CAS22 列示的

余额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按原 CAS22 列示的

余额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原 CAS22)转入

——指定 

 133,175,002.91   

按新 CAS22 列示的

余额 
   133,175,002.9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总金融资

产 

133,175,002.91   133,175,002.91 

B. 金融负债 

a. 摊余成本 

短期借款     

按原 CAS22 列示的

余额 
469,900,000.00    

加：自其他应付款

（应付利息）转入 
 653,817.08   

按新 CAS22 列示的

余额 
   470,553,8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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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按原 CAS22列示的余

额和按新 CAS22列示

的余额 

160,553,066.77   160,553,066.77 

     

其他应付款     

按原 CAS22 列示的

余额 
170,330,851.32    

减：转入短期借款

（应付利息） 
 653,817.08   

减： 转入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应

付利息） 

 61,220.59   

减： 转入长期借款

（应付利息） 
 1,327,259.49   

按新 CAS22 列示的

余额 
   167,952,287.4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按原 CAS22 列示的

余额 
452,263,222.37    

加：自其他应付款

（应付利息）转入 
 61,220.59   

按新 CAS22 列示的

余额 
   452,324,442.96 

     

长期借款     

按原 CAS22 列示的

余额 
402,191,969.36    

加：自其他应付款

（应付利息）转入 
 1,327,259.49   

按新 CAS22 列示的

余额 
   403,519,228.85 

     

长期应付款     

按原 CAS22 列示的

余额 
105,597,945.86 

  
 

加：自其他应付款

（应付利息）转入 
 336,266.67   

按新 CAS22 列示的    105,934,2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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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总金融负债 
1,600,283,988.91   1,600,283,988.91 

(4) 2019年 1月 1 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期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损失准备的调节表如下：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计提

损失准备（2018年 12

月 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提损失准备

（2019年 1月 1日） 

贷款和应收款项(原 CAS22)/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新 CAS22) 

应收账款 7,680,003.44   7,680,003.44 

其他应收款 15,733,428.77   15,733,428.7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 CAS2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新 CAS2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13,902.56 -113,902.56   

3. 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自 2019 年 6 月 17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该项会计政策变更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变动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丽水市华水水务

有限公司 
设立 2019年 1月 500,000.00 100.00 

浙江钱水建设有

限公司 
设立 2019年 7月  100.00 

浙江钱水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 
设立 2019年 11月 6,003,933.7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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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叶建桥 

日期 2020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