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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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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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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长 李钢 工作原因 史晓华 

董事 邓建新 工作原因 胡江华 

董事 万义辉 工作原因 胡江华 

董事 邵涛 工作原因 史晓华 

独立董事 邓波 工作原因 万志瑾 

独立董事 衷俊华 工作原因 余新培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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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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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城水业 60046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翘 桂蕾 

电话 0791-85238232 0791-85235057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灌婴路99

号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灌婴路99

号 

电子信箱 cq1220@163.com guilei000006@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7,749,843,582.40 7,748,810,553.56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200,908,274.68 3,081,783,843.63 3.8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9,416,681.24 239,209,388.29 -16.64 

营业收入 1,503,666,772.38 1,438,833,419.65 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4,842,549.92 136,453,063.78 -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1,716,237.52 100,315,957.47 11.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97 5.31 减少1.3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34 -52.9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34 -52.9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5,303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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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

人 

29.3353 231,629,941 25,393,325 质押 90,720,000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8.6552 68,341,014 68,341,014 无 0 

南昌市政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4.9992 39,473,385 39,473,385 无 0 



李龙萍 境内自

然人 

4.9992 39,473,384 39,473,384 质押 39,473,384 

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限公

司 

其他 2.4343 19,221,338 0 未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工银瑞信生态环

境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9336 15,267,639 0 未知   

南昌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国有法

人 

1.5420 12,175,827 12,175,827 无 0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招商

银行－国泰君安君享新发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598 10,736,690 10,736,690 无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2918 10,200,003 0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量化中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922 6,255,366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市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其

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洪 城 水 业

2011 年 公

司债券 

11 洪水业 122139 2012 年 5 月

2 日 

2017 年 5 月

1 日 

0 5.88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上半年，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在全体股东支持下，紧紧围绕“提质增效年”的总

体要求，以“32111”攻坚任务为目标，以“五精管理”为抓手，坚持产业发展不动摇、改革创新

不停步、真抓实干不松劲，生产经营稳步前进，转型升级落到实处。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平稳，1-6 月份完成售水量为 15019 万立方米，比上年同期增

长 2.08%；完成污水处理量为 30623 万立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 10.34%；实现营业收入 150367

万元，同比增长 4.51%；实现净利润 16362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7.81%。1-6 月份完成燃气销售

16011 万立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 22.04%；实现营业收入 6177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实现

净利润 7693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9%。1-6 月份完成 CNG 销售 1371.15 万方，比上年同期减少

177.31 万方，下降 11.45%，实现 CNG 营业收入 5043.09 万元；1-6 月完成 LNG 销售 35817.42 吨，

比上年同期增加 31189.87 吨，增长 674.01%，实现 LNG 营业收入 8277.88 万元；实现净利润净利

润 119.66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64.44 万元，下降 35%。 

供水业务：报告期内，供水规模取得新突破，牛行二期工程顺利试通水，设计规模达到 170

万立方米/日（含托管），为城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城北水厂一期（10 万立方

米/日）建设也处于最后攻坚阶段，红角洲水厂二期项目（10 万立方米/日）、城北水厂二期项目（10

万立方米/日）积极筹备启动，南昌地区供水市场绝对领先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成立江西赣江新

区绿源水务有限公司，布局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抢占市场。 

污水处理业务：报告期内污水处理规模为 213 万吨/日（含托管），完成了宜丰二期 TOT 收购、

广丰二期签订 BOT 排水协议、峡江工业一期项目获得优先权等工作。 

燃气能源业务：报告期内，南昌燃气精耕细作老市场，借助政府修编《南昌市燃气专项规划》

时机，着重加大老城区内的煤改气工业用户和老社区居民用户的发展，同时加快燃气管网铺设及

旧网改造进度；积极开拓新市场，针对国家级赣江新区，为抢占先机、立足主动，组建江西赣江

新区市政公用燃气有限公司，全力布局新区核心片区的的管网配套与项目需求，目前该片区管网

已投入运行。公用新能源加强站点建设、确保气源充足；积极做大体量、赢取市场份额；降低成

本、实现降本增效。绿源光伏今年发电量已达预期，南昌县及进贤县污水厂将陆续实现并网投产。 

工程建设业务：报告期内，积极着手朝阳中路给水管道及 10KV 电缆迁改工程及城北水厂浑

水管安装及配套附属工程，全力推进东乡等 13 家污水厂扩建、提标改造及污泥处置项目，进一步

实现发展升级。南昌燃气上游管道建设完成顺利，同时加快推进城区老旧管网改造工程，提高了

供气保障能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