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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表

公司概况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

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无董事对报告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表示异议。

重要提示

企业法定名称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10,352万元

经营范围
生产、经营自来水；经营污水处理、回用及雨、污水排放；自来水
供水泵站和管网及雨、污水泵站和管网的经营管理；各类市政
公用工程的施工业务。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万德大厦23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万德大厦2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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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主要负责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宛如意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rywater@139.com0755-25911072 0755-25911072

职务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万德大厦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持股比例

55%

通用首创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40%

法国威立雅 5%

简要发展史

1961年，公司前身宝安县自来水公司成立。1962年，深圳

水厂建成投产（日供水能力2,500吨/日）。1979年，公司改

名为深圳市自来水公司。1996年，公司改制为国有独资

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深圳市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

2001年底，深圳市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排水

管理处合并，组建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主要承

担深圳原特区内供排水生产、经营与服务。2003年底，公

司引入战略投资者，从国有独资公司改制为中外合资公

司，其中深圳市国资委持股55%，通用首创水务投资有

限公司和法国威立雅分别持股40%与5%。

2005年，公司与天健集团（天健集团所持股权于2008年

转让给深圳市远致投资公司，后更名为深圳市资本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深圳市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后

来更名为深圳市环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外拓展业

务。2007年，公司控股组建深圳市深水宝安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深圳市深水龙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宝安

区和龙岗区供水市场整合。同年，完成盐田港与梅沙片

区供水市场整合。2008年，公司控股组建深圳市深水光

明水务有限公司，接管公明街道自来水公司和光明自来

水有限公司。2009年，公司控股收购深圳市莲塘供水服

务有限公司，完成莲塘片区供水市场整合。2010年，公司

成立蛇口分公司，接管蛇口片区供排水业务。至此，公司

供水业务覆盖深圳全市。2013年，龙华新区成立后，公司

控股组建深圳市深水龙华水务有限公司，承担全区供水

生产、经营与服务。2017年，公司整合原特区内客服、管

网、泵站业务，成立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前海（后来撤

销，其业务并入南山分公司）和泵站六家分公司。2019

年，公司推进涉水事务统筹管理，成立大鹏新区分公司、

布沙分公司。2020年12月，深圳市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收购法国威立雅、通用首创持有的深圳水务集团45%

股权项目正式签约，标志着公司三方股东17年股权合作

圆满收官。

公司先后组建深圳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深圳

市清源净水器材有限公司、深圳市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水务工程有限公司，积极发展设计咨询、工程建

设、信息技术、水处理药剂生产水务产业链业务，并主动

布局水环境治理、污泥处理处置等新增业务。

时任高层管理人员

董事会成员

胡嘉东* 党委书记、董事长

姓名 职务

1965.07

出生年月 任期起始时间

男

吴晖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 男 1971.02

2017.09

2019.01

郝春梅 副董事长 1971.01 2017.03女

何春华 党委副书记、董事 1966.02 2019.08男

胡建平 董事 1962.11 2018.08男

Regis Calmels 董事 1955.09 2004.09男

顾丽华 董事 1968.10 2016.05女

性别

1968.05 2019.05男

1973.10 2016.09男

1974.03 2017.03男

1973.11 2018.08女

1968.04 2018.03女

监事会成员

王月兴 纪委书记兼监事会主席、监察专员

姓名

栗淼 监事

麦学耘 监事

祝俊岚 监事

张景霞 职工监事

李普 职工监事 1976.03 2018.12男

高级管理人员

吴晖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 1971.02 2019.01

姓名 职务 出生年月 任期起始时间

男

何春华 党委副书记、董事 1966.02 2019.08男

周黎明 副总裁 1962.10 2019.12男

张磊 副总裁 1978.09 2019.12男

姚文彧 副总裁 1969.11 2016.09男

张剑 副总裁

冀滨弘 副总裁

男

女

1973.03 

1971.06

 2020.05

 2020.05

张金松 总工程师 1963.10 2002.05男

邓宝辉 安全总监 1968.10 2019.02男

杜红 运营总监兼深水大学校长 1967.10 2019.12女

吴成智 运营总监兼深圳宝安水务集团董事长 1962.09 2020.06男

性别

职务 出生年月 任期起始时间性别

*2020年9月，经深圳市委同意，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嘉东同志因工作变动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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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与管理

供水业务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在全国拥有89座自来水厂，

总供水能力987万吨/日，其中在深圳拥有56座自来水

厂，供水能力727万吨/日，运营管理供水管网1.4万公里，

在深圳市内承担了99.86%的供水业务。公司是国内最早

开展水质新国标106项全项检测，率先引入食品安全领

域的质量控制HACCP体系和全流程水质监测体系的水

务企业。公司全年供水总量20.22亿立方米，售水总量

18.23亿立方米。其中，公司本部全年供水总量5.58亿立

方 米 。全 年 供 水 水 质 优 良，供 水 水 质 综 合 合 格 率 为

99.60%。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推进东湖水厂、南山水厂等9座水厂

的新建及扩建工程，进一步优化五指耙水厂改扩建工程

施工设计，建设完成红木山水厂二期深度处理工程。新

建及改造市政供水管网52.63公里，清水跨区域调配能力

大大增强。全力加快优质饮用水入户改造，全市新增优

质饮用水入户达标小区321个，共创建优质饮用水达标

小区1,250个，惠及市民280万人。按照“一厂一策”实施

简易水厂管理提升，供水水质同比显著提升。构建了涵

盖风险控制、工程技术、运行管理、客户服务及应急处置

等全链条的深圳市自来水直接饮用安全保障质量管理

体系。持续推广和复制盐田区自来水直饮示范区工作经

验，稳步推进城市自来水可直饮水质提升工作。

排水及污染治理业务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在全国拥有51座水质净化

厂，总处理能力437万吨/日，其中在深圳拥有22座水质

净化厂，处理能力322万吨/日，运营管理市政排水管网

5,026公里，小区排水管网17,292公里，排水泵站84座，在

深圳市原特区内承担了100%的污水处理业务。公司全

年污水处理总量12.28亿立方米，其中公司本部污水处理

总量为6.2亿立方米。公司本部全年雨污水提升量达8.5

亿立方米；全年污泥处理量63.8万吨（含水率折合80%），

比去年增长10.9%。全年削减化学需氧量（COD）16.47万

吨，削减氨氮污染物1.34万吨。全年污水排放综合达标率

为99.99%。

报告期内，公司落实重大污水处理项目，推进固戍水质

净化厂二期、沙井三期、布吉三期、埔地吓三期工程，福

田水质净化厂预处理扩能工程高效完工，洪湖水质净化

厂顺利通过环保验收、平稳运行，宝安路泵站、东门泵站

通水运行。公司推进排水管理进小区首次进场工作，全

面接管辖区内8,000多个建筑小区，完成18,601公里小区

排水管渠的清淤、检测、勘测及修复整改等工作。新建及

完善排水管网46.24公里，持续开展排水口溯源整治，完

成1,167个排水口的排查与整改，实现排水系统的雨污分

流与清污分离。开展截污设施整改，取消“点截污”设施

307处、雨污混接“高位溢流”设施106处、暗涵“总口截

污”16处，整治8条暗渠，并全部实现塌坝，改造8个沿河

堰门，为污水系统顺畅运行扫清障碍，降低了外溢风险。

深圳河水质达到地表水Ⅳ类标准的天数比例超79%，茅

洲河实现“国考”达标，茅洲河、深圳河考核断面水质实

现有监测数据以来最好水平。荔枝湖水环境综合整治成

效显著，成功打造“水清岸绿”人文生态景观。公司开展

雨水管网系统维护，全年清疏排水管渠788公里，清疏总

量42,549立方米，清疏雨水口126,563个。在汛期内，公司

在深圳本地投入25,945人次、6,408余车次、移动抽排设

备115台次，确保城市安全度汛。

现任高层管理人员

董事会成员

吴晖 党委书记、董事长

姓名 职务

1971.02

出生年月 任期起始时间

男

龚利民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 男 1969.12

2021.02

2021.02

何春华 党委副书记、董事 1966.02 2019.08男

胡建平 董事 1962.11 2018.08男

性别

监事会成员

王月兴 纪委书记兼监事会主席、监察专员

姓名 职务

1968.05

出生年月

2019.05

任期起始时间

男

栗淼 监事 1973.10 2016.09男

张景霞 职工监事 1968.04 2018.03女

李普 职工监事 1976.03 2018.12男

性别

高级管理人员

龚利民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 1969.12 2021.02

姓名 职务 出生年月 任期起始时间

男

何春华 党委副书记、董事 1966.02 2019.08男

姚文彧 副总裁 1969.11 2016.09男

冀滨弘 副总裁 女 1971.06 2020.05

张剑 副总裁 男 1973.03  2020.05

张金松 总工程师 1963.10 2002.05男

邓宝辉 安全总监 1968.10 2019.02男

杜红 运营总监兼深水大学校长 1967.10 2019.12女

吴成智 运营总监兼深圳宝安水务集团董事长 1962.09 2020.06男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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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资源业务
公司向供排水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在水务设计咨询、工

程建设、信息技术等领域设立专业公司。对内发挥业务

协同作用，推动自主创新，辅助集团主业发展；对外实施

多元经营战略，拓展外部市场，培养新的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深水生态环境公司罗芳污泥项目完成“厂内

深度脱水+热电掺烧”路线的考核目标；滨河污泥项目使

用一体式中转污泥仓，实现厂区鼻感无臭；福田污泥项

目增加污泥应急处理设施，有效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

异地投资业务
公司立足深圳，面向全国，对外输出管理、技术与服务，

是全国最早“走出去”的水务企业之一。截止2020年12 月

31日，公司对外投资总资产91.92亿元，净资产35.12亿

元，在全国7个省23个县市拥有38个项目（涉及供水、排

水及水环境治理等业务），其中池州市海绵城市建设清

溪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PPP项目，是国家财政部第三

批PPP示范项目，池州市主城区污水处理及市政排水购

买服务PPP项目被央视誉为“池州模式”；焦作水务公司

的合作成立模式开创了我国水务行业国有企业产权跨

地域重组的先河，被国家住建部、河南省政府誉为“焦作

模式”。

报告期内，集团下属深圳市环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积极

布局大湾区水务市场，成功中标中山未达标水体综合治

理EPC+O项目，成立中山市深水环境水务有限公司，迈

出了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水环境治理的第一步；发挥

现有项目辐射周边作用，签署《宣城市经济开发区供水

等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和《宁国市新增供排水业务合作

框架协议》，并与宁国市国新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合作

成立轻资产平台公司⸺宁国市深宁水务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对向轻资产投资业务转型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强

化存量项目运营管理，提升供排水服务质量，获得当地

政府和广大用户的一致好评。

验”，积极营造良好的水务社会环境。在国家发改委组织

开展的2020年全国营商环境评价中，深圳市“获得用水

用气”指标全国排名第一，走在窗口服务行业前列。通过

政企服务联动、信息共享，深化“减环节、压时限、精材

料、降成本”改革手段，在推进用水报装“四免四化”的基

础上，推出用水接入零申请、零跑腿、零材料、零投资，持

续提升城市供水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客户体验。2020年

第三方客户满意率94.10%。

公司定期开展“水厂/水质净化厂开放日”活动并通过开

展多样化的水资源环保公益活动、节水好家庭评选和客

户座谈会等活动，普及科学用水知识，传播水资源保护

理念，进一步提升广大市民节水爱水意识。

客户服务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在深圳全市设置15个实体营

业厅，建立了由网上营业厅、24小时服务热线、微信公众

号、微信小程序、“i深圳”APP等渠道搭建的多方位、一体

化的线上客户服务平台，实现用水业务掌上查、指尖办。

截止2020年12月31日，企业客户通过电话、线上申报用

水接入业务的比例达到92%。统一、规范了全市供排水

服务标准，建立了全生命周期客户服务流程和客户服务

体系。公司连续25年面向社会公布服务承诺，并于2020

年8月25日完成国际标准化组织投诉管理体系（ISO 

10002:2018）转版认证，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一点一滴，做到最好”的核心价值

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获得用水”便利化改

革。通过“统一服务标准、提高服务质量、提升客户体

科技创新
公司持续完善科技创新管理机制，凝聚科技创新合力，

拥有住建部“安全饮水工程研究中心”、深圳市“污泥处

理与资源化利用重点实验室”、深圳市“污水处理与再生

利用工程实验室”，并依托技术研发中心、博士后工作站

等科研平台，加强与深圳市水文水质中心、清华苏州环

境创新研究院、广东工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合作

关系，开展自主创新，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为企业核心

竞争力提升和行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承接下坪填埋场渗滤液处理一厂、二厂、三厂及生产废

水地表水处理设施，取得郁南环境园配套污水处理设施

运 营 业 务，全 年 共 处 理 处 置 污 泥 6 0 万 吨，同 比 增 长

35.14%。水务科技公司中标广州花都区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二期）、花都排水有限公司在线监测系统、中山

黄圃污水厂区自动化升级改造等项目，其智能消火栓及

监控系统落户成渝，智慧水系综合治理及运营维护平台

在安徽宿州投用。利源公司完成荔枝湖水环境综合治理

报告期内，公司承担或参与国家级课题5项；支持或参与

深圳市政府课题3项。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获

得专利176项，其中发明专利33项，实用新型专利135项，

外观设计专利8项。

工程、福田区荔香路及周边区域供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以

及福田区白石路原2×1400污水压力管修复工程，形成

的“大管径长单段井距紫外光UV固化修复技术”获得“广

东省市政行业协会科技奖一等奖”，设计的深圳市光明

水厂一期工程项目，获得中国勘察设计协会“2019年度

行业优秀勘察设计奖优秀市政公用工程设计三等奖”。

清源公司开展了生物除臭菌剂、无氯污泥调理剂、新型

植物碳源等的引进及研发应用。

智慧水务
公司加快智慧水务建设，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业务流程、组织架构优化，建设

“1+4+N”即“一中心+四平台+N个子系统”的智慧水务架

构，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智慧水务运作新模式，保障供

排水安全，提升服务水平。

此外，公司在全面升级、改造和整合现有系统的基础上，

运用先进信息技术和智能监测设备，建立覆盖生产、管

网和客服等业务、具备指挥中心功能的新综合调度指挥

中心，解决信息荒岛和孤岛等问题，实现跨部门的统一

协调指挥、快速反应和联合行动，为实现快速、科学、高

效地指挥调度提供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打造“厂网河”一体化全要素治水、

自来水直饮、水厂建设三个智慧化解决方案。公司作为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主任单位，牵

头编制完成《中国城镇水务2035年行业发展规划纲要》，

为行业未来15年的技术发展指明方向。公司荣获“2020

国际数据公司（IDC）数字化转型优秀奖 ‒ 全方位体验领

军者”称号，综合调度信息平台（技术）入选国家水利部

《2020年度水利先进实用技术重点推广指导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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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行业发展

公司积极跟踪国内、国际先进水务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

的变化，制定和保持供排水以及围绕水务咨询、设计、药

剂等产业链的行业技术领先标准，主持和参与行业标准

的研编，推动行业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的发展。报告期

内，公司主持编制《城镇供水厂二氧化氯应用技术规程》

和《给水厂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应用技术规程》两项团体

标准，并承办2020年国际水协漏损大会、第二十一届中

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第四届“深水杯”全国大学

生给排水科技创新大赛等国内外行业会议、论坛、主题

研讨活动，与行业伙伴一起探寻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热心社会公益

公司组建员工志愿者服务队，鼓励员工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组织员工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社区当地晚会、体育赛

事、“爱心驿站”建设等公益志愿活动。开展多样化的水

资源环保公益活动，普及环境知识，进一步提高市民节

水爱水意识，守护市民饮水健康。截止2020年12月31日，

公司开展志愿活动88次，参与志愿服务209人，志愿活动

服务1,970小时。

内部控制管理

制度建设及年度执行评价
公司持续完善内控制度体系，提升企业风险管控能力，

建立了《内部审计规定（修订）》《经济责任审计管理办

法》《审计整改问责办法（试行）》《内部控制管理办法》

振兴美丽乡村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领导多次到对口帮扶村开展扶贫调

研，关注扶贫项目进展、贫困户脱贫等各项工作，确保精

准脱贫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公司厚植精准扶贫的党建力

量，充分发挥各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促进和

谐的作用，提升基层党建的文化内涵，为乡村振兴提供

有力支持。结合当地自然资源优势，公司开展产业扶贫，

全力提升贫困户的“造血”能力，持续投入产业帮扶资

金，帮助冯坑村发展主导产业“三红蜜柚”，建立“党建+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示范引领模式，增加农民的土地

收入。同时，开展消费扶贫，通过“以购代捐”的方式，购

买对口帮扶地区的农产品，帮助解决对口帮扶地区农产

品滞销的问题。公司积极改善帮扶村人居环境，扎实推

进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绿化景观提升，打造美丽乡

村生态冯坑，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报告期内，公司精准扶

贫投入211.82万元，采购扶贫产品约613万元，投入

76.12万元帮助冯坑村完成入户巷道工程，实现冯坑村村

道硬底化率100%。

《全面风险管理手册》《内部审计工作标准（试行）》及十

个主要核心业务内控管理流程手册等，有效规避相关风

险。公司按照各项制度的规定执行，执行情况良好。

主要财务摘要
金额：人民币万元

营业收入

项目 2020年 增减比率

营业成本

期间费用

其中：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营业外收入

不计折旧和利息支出的收支结余数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019年

930,059

679,087

169,109

52,970

84,932

9,832

21,375

1,539

91,222

66,572

45,100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净资产收益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

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2,826,540

1,720,198

816,083

10.62%

92.36%

899,072

653,247

161,235

51,941

80,630

8,294

20,370

1,967

205,686 5.62%217,248

95,192

68,684

47,192

2,576,022

1,482,409

802,627

6.39%6.05% -5.32%

11.54%

91.71%

3.45%

3.96%

4.88%

1.98%

5.34%

18.54%

4.93%

-21.76%

-4.17%

-3.07%

-4.43%

9.72%

16.04%

1.68%

-7.97%

0.71%

备注：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年初所有者权益+年末所有者权益）/2；
           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100%；
           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营业收入×100%。

公司长期恪守“善尽责任，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促进行业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的发展，推动

行业交流合作，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充分发挥自身业务与技术优势并整合社会资源，开展系列民生公益项目，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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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国家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对董事会的决

监事会报告

内部控制评价结论
报告期内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均已建立

了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得以有效执行，达到了公司内

部控制的目标，不存在重大缺陷。自年度内控体系工作

报告基准日至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告发出日之间没有

发生对评价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内部控制重大变化。

理及评估工作；按照市国资委要求完成经公司决策机构

审议通过的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告；开展了覆盖公司各

机关部室和下属二级单位重大风险管控情况的跟踪落

实工作，集团总体风险管控情况良好。

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管理等方

面认真开展监督工作，促进了公司依法合规运作。

履行职务时无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

益的行为。公司经营班子团结奋进，积极开拓，保证了公

司良好的经营状况，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良好。报告期内

未发生重大资产损失，保持了良好的资产质量。

（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审计公司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后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除上述事项影响外，公司

财务报告能够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

监事会对公司运作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主席列席了总裁办公会议，对公司的重大决策、

主要财务状况、重大经营行为、高管人员履职过程实施

了监督。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依法运作，无违规行为，有完

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决策程序合法。公司董事、高管人员

监事会报告对财务报告的评价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了监督

检查，认为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因原特区外供水资源整

合的相关资产评估工作仍未能完成，导致购买日的可辨

认资产的公允价值无法取得，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风险管控
公司认真研判经济形势变化，全面评估企业当前面临的

机遇与影响，运用公司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实施有效的年

度风险评估工作，有效识别企业当前面临的核心业务领

域重大风险。报告期内完成了公司年度风险事件库的梳

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申请破产等事项，企业经营范围内的重大变化

深圳市深水水表检定有限公司原为深圳水务集团下属

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6年1月26日，注册资本为600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蒋惠忠，营业期限为永续经营，经营范

围为“水表检定检测、技术服务、仪器仪表生产销售”。因

公司重大投资行为、重大融资行为、重大或有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现金239,227万元。公司带息负债总额增加138,897

万元，其中短期融资券增加90,000万元，长期借款（含一

年内到期）增加39,634万元，应付债券增加80,000万元，

短期借款减少95,037万元，政府专项债增加31,300万元，

其他带息流动负债减少7,000万元。

公司于2019年2月20日成立了分支机构水表计量检定中

心，为避免业务重合，2020年11月25日，深圳市深水水表

检定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销登记。

年度重大事项

公司章程、注册资本变动

无变动。

高层管理人员变动

2020年1月
经市委组织部同意，免去杨小文同志的公司副总裁职务。

2020年5月
经市委组织部同意，张剑、冀滨弘同志任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免去廖雪霖同志的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职务。

2020年9月
经市政府同意，免去胡嘉东同志的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

1月

5月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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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情况
报告期内无重大亏损或重大损失情况。

公司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截止本报告期末，该会计师事

务所第5年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公司财务决算报表审计意见结论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出具了保留意见。

主要指标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0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国资委或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无国资委或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简要财务报告

资产 2020年 2019年

货币资金 3,705,748,928 3,135,104,585

应收票据 204,734   398,740 

应收账款 2,134,384,302 1,629,842,884

预付款项 146,301,574 144,221,499

其他应收款 762,464,505 782,635,78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64,436,313 56,140,418

存货 1,059,867,753 1,043,451,249

其他流动资产 204,094,419 182,513,165

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负债 366,614,387 412,121,153

其他流动负债 1,762,510,386 935,892,678

流动负债合计 9,991,263,319 9,136,726,14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3,777,374,425 3,338,823,752

应付债券 2,000,000,000 1,200,000,000

长期应付款 218,029,016 230,729,016

其他应付款 2,975,594,877 2,406,008,050

应交税费 181,032,630 184,241,69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69,000,000 1,619,373,333

应付账款 1,900,012,164 1,749,522,616

预收款项 1,011,484,513 908,117,473

应付职工薪酬 1,125,014,362 921,449,151

投资性房地产 123,713,326 186,837,334

固定资产 11,956,363,852 10,179,903,424

在建工程 1,909,843,936 2,760,163,175

无形资产 3,830,805,436 3,310,946,334

资产合计 28,265,399,995 25,760,219,079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187,897,467 18,785,910,756

商誉 23,329,689 23,329,689

长期待摊费用 50,043,411 31,293,669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559,352 33,298,13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8,433,581 216,559,558

长期股权投资 372,877,501 378,426,618

长期应收款 1,173,669,221 1,136,944,621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36,258,162 528,208,204

流动资产合计 8,077,502,528 6,974,308,323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2020年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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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晖

2021 年 6 月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160,833,937 8,026,271,34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936,131,52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8,265,399,995

11,063,416,569

25,760,219,079

少数股东权益 2,902,582,632 2,909,860,183

未分配利润 916,085,030 833,391,987

盈余公积 899,940,821 854,108,739

专项储备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7,210,720,107 5,687,361,404

负债合计 17,201,983,426 14,824,087,552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2,103,520,000 2,103,520,000

资本公积 3,897,781,415 3,897,781,415

其他综合收益 343,506,671 337,469,203

其他非流动负债 673,000,000 360,0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0,730,523 101,430,503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396,669,504 454,728,133

24,916,639 1,65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6,037,468

671,760,430

116,618,448

综合收益总额 803,454,797

457,032,789 588,541,29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14,727,641 214,913,505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其中：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6,037,468 116,618,448

利润总额 912,216,928 951,918,835

减：所得税费用 246,493,966 265,082,486

净利润 665,722,962 686,836,349

1.少数股东损益 214,727,641 214,913,505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50,995,321 471,922,844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6,037,468 116,618,448

减：营业外支出 12,858,116 18,452,499

加：营业外收入 15,390,707 19,668,694

营业利润 909,684,337 950,702,640

（7,341,253）资产减值利得（损失） （7,295,59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损失） （1,133,094） 10,627,959

合并利润表
2020年12月31日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减：营业成本 6,790,867,416 6,532,470,939

税金及附加 108,111,283 100,809,580

销售费用 529,703,790 519,406,561

管理费用 849,315,469 806,299,775

研发费用 98,317,167 82,941,938

财务费用 213,752,168 203,701,280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 26,554,133 (2,614,361)

加：其他收益 170,882,020 167,552,069

投资收益 9,021,230 48,013,095

营业收入 9,300,589,840 8,990,723,163

编制单位：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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