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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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长吴晖、主管会计工作财务总监廖雪霖及会计
机构负责人曲扬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准确、完整。

基本情况

重要提示

公司简介

企业法定名称 深圳市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原水供应；自来水的生产与销售；雨污水的收集、处理、排放及利用；再生水的
生产与销售；工业水处理与服务；海水淡化；污泥处理、处置及资源化利用；固
体废弃物、医疗废弃物等危险废物的处理与服务；土壤的治理与修复；大气污染
防治；流域水环境、海绵城市等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业务；环境及水业务相关的勘
察、设计、施工、监理、技术咨询等服务，投资、建设、运营及管理，检测检验
服务，设备、装备、材料的生产制造、运输、销售，股权投资、投资基金管理和
投融资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技术服务及技术咨询，计算机网络工程。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街道东园社区深南中路 1019 号万德大厦 28 层 2802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街道东园社区深南中路 1019 号万德大厦 28 层 2802

企业法定代表人 吴晖

邮政编码 518031

企业网址 https://www.sz-water.com.cn/

指定登载年度报告网址 http://gzw.sz.gov.cn/; www.sz-water.com.cn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外经贸大厦 15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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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主要负责人和联系方式

股权结构

姓名 职务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宛如意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

中路万德大厦
0755-25911072 0755-25911072 rywater@139.com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月 任期起始时间

吴晖 党委书记、董事长 男 1971.02 2021.02

龚利民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 男 1969.12 2021.02

何春华 党委副书记、董事 男 1966.02 2019.08

胡建平 董事 男 1962.11 2018.08

廖雪霖 董事、财务总监 男 1963.05 2020.08

胡本雄 董事 男 1963.08 2021.11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月 任期起始时间

王月兴 监事会主席 男 1968.05 2019.06

栗淼 监事 男 1973.10 2016.09

张景霞 职工监事 女 1968.04 2018.03

李普 职工监事 男 1976.03 2018.12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月 任期起始时间

龚利民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 男 1969.12 2021.02

何春华 党委副书记、董事 男 1966.02 2019.08

姚文彧 副总裁 男 1969.11 2016.09

杨红宇 副总裁 男 1967.03 2020.05

张剑 副总裁 男 1973.03 2020.05

冀滨弘 副总裁 女 1971.06 2020.05

张金松 总工程师 男 1963.10 2002.05

邓宝辉 安全总监 男 1968.10 2019.02

杜  红 运营总监 女 1967.10 2019.12

吴成智 运营总监 男 1962.09 2020.06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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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深圳水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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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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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公司监事会成员正在委派当中，此表为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成员

注：总工程师、安全总监、运营总监为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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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统筹优化深圳环境水务资源，根据深圳市委市政府
部署，2019 年，成立深圳市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深圳环境水务集团）。2020 年 12 月，深圳环境水务集
团收购法国威立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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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完成深圳水务集团 55% 国有股权划转，
深圳环境水务集团全资控股深圳水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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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董事会成员

监事会成员

高级管理人员

简要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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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业务

排水及污染治理业务

客户服务

生产经营与管理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全国拥有水厂 89 座，
供水能力 989.29 万吨 / 日，运营管理供水管网 1.4 万公
里。2021 年，公司供水总量和深圳市本地供水量分别为
21.8 亿吨、17.8 亿吨，公司售水总量和深圳市本地售水
量分别为 19.8 亿吨、16.4 亿吨。自来水水质综合合格率
100%，全年未发生水质集中投诉事件。

报告期（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下同）内，
公司努力打赢“供水管理进小区”攻坚战，大力实施供
水“三项工程”，持续完善供水中间环节，彻底解决城
市供水“最后一公里”问题。2021 年，仅用 4 个月时间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全国拥有 64 座水质净
化厂（站），污水处理产能 491.29 万吨 / 日。其中，在
深圳拥有 31 座水质净化厂（站），承担深圳市 52.6% 的
污水处理业务，处理能力 360.15 万吨 / 日。运营管理市
政排水管网 69.49 公里，管辖小区排水管网 17,155 公里，
排水检查井 835,819 座，雨水口 432,217 座。2021 年，
公司污水处理总量 13.3 亿吨，本部污泥处理量 61.4 万吨，
本部完成化学需氧量减排 17.4 万吨，氨氮减排 1.4 万吨，
本部排水水质合格率 99.98%。

报告期内，公司以排水管理进小区为抓手，全面接管辖
区内 8,830 个小区的排水管渠，深入开展排水管理各项工
作，使小区排水管渠有人管、管得好，进一步提升小区
宜居、宜业环境。进一步完善全要素管控模式，构建“双
转变、双提升”的水污染治理工作体系，进厂 BOD 浓度
146.6mg/L，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90%，深圳河河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深圳全市设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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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客户业务线上办理率超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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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顺利完成 ISO 10002:2018 投
诉管理体系认证，连续 26 年面向社会公布服务承诺，推
动服务水平更上台阶。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用水营商环境改革工作力度，
将便民利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高效为群众办成
一件事”为目标，从减环节、压时限、精材料、降成本、
健全一站式办理开始，在全面推行“四免四化”服务基

提前两年完成剩余 148 万户的抄表到户工作，首次实现
全市居民住宅小区抄表到户全覆盖（325 万户）。稳步推
进城市自来水直饮工作，努力让更加安全、健康、优质
的水进入千家万户。配合市政府完成 600 个小区优质饮
用水入户改造，累计完成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 2,627 项，
完成率 67%；二次供水设施提标改造工程 622 座；社区
供水管网改造工程 998 项，完成率 94%。大力建设东湖、
五指耙等水厂，改造老旧市政供水管网 70 公里，建设市
政供水管网 70 公里，进一步提高供水能力和饮用水安全
保障。

口断面水质旱季稳定达到Ⅳ类，全年均值接近Ⅲ类，为
1982 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着力推动排水口溯源整
治，完成混错接点整改 6,849 处，沿河截污箱涵混流减量
12.6 万立方米 / 天，实现公司管辖范围内 2,307 个排口晴
天污水零直排，零直排占比 70%。开展截污设施优化整
改，取消“总口截污”33 处，废除“点截污”508 处及
“高位溢流点”70 处。全面推动深圳河湾流域 6 条主要
沿河截污干管清疏和检测工作，减少雨天溢流污染负荷。
修复污水管网 23.74 公里，新建污水管网 2.40 公里，更
新市政排水管网 25.92 公里，厂池建设有序推进，在全市
范围内建设 11 座水质净化厂及 1 个调蓄池，进一步保障
区域污水处理能力。以厂、站、网、湖、口、源全要素
的调度管理模式，对荔枝湖开展全流域综合治理，将荔
枝湖流域打造成为深圳首个污水零直排示范片区，荔枝
湖流域污水零直排项目获市治污保洁优秀项目奖。

础上，推行用水接入零申请、零跑腿、零材料、零投资
的“四零”服务，全面提升客户体验。在 2021 年广东
省营商环境评价中，“获得用水用气”指标以满分成绩
位列全省第一。积极健全互联网 + 服务机制，努力营造
良好的水务社会环境，公司线上服务平台荣获国家级数
字化转型创新奖。采用“一个中心，四个职场”的管理
模式，实行业务统一管理和来电混接。开通远程坐席服
务，利用信息化手段助力提升疫情防控期间客户来电接
通率。深圳全市客服热线来电 65.84 万次，来电接通率
90.99%，回访满意率 99.72%。联合罗湖区政府试点独居
老人“智慧用水监测”服务，运用智能水表远程监测独
居老人用水动态，遇突发事件导致用水异常，第一时间
向社区报警，提升独居老人的安全保障，以科技手段守
护长者的安全，推动服务质量提档升级。

2021 年度报告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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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资源业务

智慧水务

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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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公司主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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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生态环境技术公司中标水务局水质净化厂污泥处理
处置服务 B 包、龙岗水务集团中心城水厂余泥外运处置
服务、埔地吓水质净化厂三期污泥处理系统运行服务等
10 个项目，涉足宝安垃圾中转站、罗湖果蔬垃圾处理新
领域。清源公司成功中标南方水务污水用碱铝及聚合氯
化铝铁溶液药剂项目 , 实现外部市场零的突破；在生产方
面，从生产一个无机盐产品和一个复配产品发展为无机
盐类、有机高分子类、消毒类、碳源四大类别，共计 64
个品种；在研发方面，从药剂基础研究向环保水务方向
推进。水务科技公司携手中国移动山东公司联合中标滕
州市城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排水管网智慧平台建设
项目；研发的“第四代智能消火栓”入选 2021 年数字科
技创新应用优秀成果；凭借在智慧水务领域的领先优势，

公司智慧水务“1+4+N”体系基本建成。报告期内，公
司推进构建数字化运营管理体系，上线数字运营平台、
区域运营分平台，实现排水防涝、供水保障平台化指
挥。提升数字运营效率，客户服务全业务线上办理率达
95%，外勤工单处理效率提升 48%。水务数据管理进一
步完善，全面完成排水管网 GIS 数据问题处理 119 万个，
对接政府数据资源 1,134 处，建成大数据中心。数字综合
管控进一步加强，建成市国企第 3 家财务共享中心，财
务凭证自动生成率超 95%。通过智慧化手段，公司数据
应用和 IT 保障能力，人、财、物一体化综合管控能力大
幅提升。

作为中国水协科技委主任单位，公司已建成建设部安全
饮用水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安全饮用水保障技术创新基
地、国内首个污泥处理与处置重点实验室等 10 个科研
平台，拥有 3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牵头承担了国家
“十二五”“十三五”水污染治理重大科技专项等课题，
主持或参与各级政府、行业科技攻关项目近 200 项，拥
有各类专利成果 176 项，作为国内首家将 HACCP 管理体
系应用于城市饮用水生产过程的企业，凭借长期精益求
精的质量实践，被国家工信部评为“全国质量标杆”，
获颁“深圳市市长质量奖（大奖）”，已跻身中国服务
业 500 强、广东省企业 500 强，连续三年获得深圳市总
部经济企业贡献奖，为城市经济建设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公司制定《集团科技发展规划》，明确科技发展战略目
标，成立董事会技术委员会，引领促进科技创新能动性，
释放创新发展产业活力，同时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认定机
制与高层次创新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夯实全面创新基
础。此外，打造了“广东省市政环境精准除臭与城镇水

荣获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称号；与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联合成立了苏州苏深水务科技有限公司。利源公司总
结提炼“荔枝湖模式”，推广高密度开发城区公园湖泊
综合治理技术，从荔枝湖综合整治工程提炼的“南方高
密度建成区人工景观湖流域水环境质量提升关键技术成
果”被鉴定为国际先进水平；从罗芳污水厂除臭项目中
提炼的“全过程除臭技术”被鉴定为国内领先水平；在
南山生化池除臭项目中使用了国内首创的预制式玻璃钢
拱盖——收集风管一体式成型方案，跨度达 17 米，为广
东第一。“广东省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作指引”
及“污水厂潜能开发及智能调控研究与应用”获得 2021
年度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深圳市
给水系统整合研究与规划”荣获 2020 年度全国优秀工程
咨询成果一等奖；“深圳市盐田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
荣获 2021 年度广东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市政给排水类
三等奖。获批“广东省市政环境精准除臭与城镇水环境
治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报告期内，公司全力打造“深水云脑”，其中深圳市综
合调度信息平台通过采用物联网、大数据、云原生、水
力水质模型等先进技术，融入数据和应用，优化打通生产、
管网、二供、应急、水环境的全流程，构建城市供排水
运营管理和应急指挥的信息大脑，有效提升城市水务智
慧化水平。深圳市综合调度信息平台、深圳市南山水厂
智能投加控制系统和宿州智慧水务综合治理及运营维护
项目入选住建部智慧水务典型案例清单，洪湖水质净化
厂智慧化解决方案荣获全国“绽放杯”5G 应用大赛能源
赛道二等奖。

环境治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级科研平台、“深圳城
市污水处理与再生利用工程实验室”市级科研平台及“水
星创客营创新创业基地”等科技创新载体。深水生态公
司入驻深圳国资国企产业创新中心，在行业关键技术等
方面发挥积极的创新示范效应。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 2 项深圳市科技创新委课题的研究、
5 项国家“十三五”课题的验收、5 项高水平行业技术标
准的编制，2 项关键技术获得省市政行业协会“国际领先”
的科技成果鉴定结论，并荣获 20 项科技创新奖励，为行
业技术进步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截至 2021 年底，公司
主持或参与国家课题 15 项，省市级课题 22 项，自主研
发课题 262 项，形成 176 项专利，先后荣获国家、省、
市科技进步奖 57 项，主编或参编国家、行业及省市技术
标准 8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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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投资总资产 89.9 亿元，净资产 33.4 亿
元，在全国 7 省拥有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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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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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聚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带、现有
项目及周边区域，稳步拓展对外业务。成功中标并签约宿
州市汴北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PPP 项目，为进一步
扩大皖北水务市场奠定坚实基础。签约滕州市第三污水厂

技术改造工程，将有效提升出水水质标准，改善下游王晁
桥国考断面水质；积极参与河源市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攻
坚行动，派驻技术团队提供全过程、全方位的技术支持，
助力河源如期高效完成攻坚行动任务，获得广东省委省政
府、省水利厅的通报表扬和河源市连平县政府的高度肯
定，被深圳市国资委作为案例进行推广宣传，并被国务院
国资委网站登载。同时，依托技术、运营优势，积极拓展
设计、咨询、检测、技术支持、委托运营等轻资产业务，
推动公司由重资产业务向轻重并举业务转型发展。其中，
深宁水务公司打造了轻资产业务的“宁国模式”，宁国水
务公司、水环境公司签约宁国市经开区宁港水务供水业
务、中德智造小镇污水处理厂托管运营项目，深德环境技
术公司依托污水处理技术新签约两个污水站调试项目，常
州环境技术公司与 23 家生产污废水企业签订《试运行委
托检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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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增减比率

营业收入 1,268,432 942,957 34.5%

营业成本 979,012 692,176 41.4%

期间费用 202,787 169,465 19.7%

其中：销售费用 57,606 52,970 8.8%

管理费用 98,980 86,248 14.8%

研发费用 13,495 9,832 37.3%

财务费用 32,707 20,414 60.2%

营业外收入 2,037 1,620 25.7%

利润总额 86,957 90,339 -3.7%

净利润 62,201 65,724 -5.4%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8,128 24,564 55.2%

资产总额 3,809,794 3,260,744 16.8%

负债总额 2,695,265 1,814,384 48.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821,067 794,869 3.3%

净资产收益率 5.6% 4.5% 22.8%

成本费用利润率 7.3% 10.3% -29.6%

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94.1% 92.6% 1.7%

主要财务数据摘要

备注：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期末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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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人民币万元

高位推进，赋能乡村振兴

用心用情，善行志愿公益

共践节约，倡导爱水护水

履行社会责任

报告期内，公司与冯坑村持续建立长期对口联络关系，
通过调研掌握冯坑村发展成效、定期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助力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开展对两英镇的
帮扶工作，成立工作队临时党支部，深入学习《深圳市
对口帮扶驻镇帮镇扶村行动方案》《全省乡村振兴驻镇
帮镇扶村工作手册》等相关政策文件，建立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和帮扶工作机制，追踪 30 个村（社）返贫动态监
测的信息数据。

在两英镇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将党史学习应用

公司鼓励员工参与捐资捐物、志愿献血、社区防疫等志
愿公益活动，努力传递爱心和文明。2021 年，新增注册
志愿者 171 人，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108 项，参与志愿活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微信公众号向市民推送多期关于安
全用水、科学节水等推文，解答市民最关心、最常见的
用水问题。积极宣传抄表到户相关政策，助力推进抄表
到户工作的顺利开展。组织社区宣传、“节水好家庭”
评选、“水知识进校园”“世界水日”宣传等活动，提

到实践中，解决墙老社区供水压力问题；帮助五保脱贫
户、残疾户清理庭院外生活垃圾，共建乡风文明；推动
水环境保护及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深帮扶、圳
行动”教育助学捐赠活动，助力当地教育发展。开展消
费帮扶活动，推介两英镇亿筐茶业公司的五项产品进入
深圳“海推海选，联产联销”消费帮扶平台。报告期内，
累计投入乡村振兴帮扶资金 141.55 万元，精准帮扶 2,456
人，采购扶贫物资金额累计 416 万余元，帮扶成效显著。
所属环水投资集团荣获“广东省消费帮扶示范单位”。

动 452 人，志愿服务 5,662.93 小时。同时，公司志愿服
务队常态化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等实事，获得广泛好评，
为城市文明、基层治理、社会和谐贡献志愿力量。

高市民的节水意识，鼓励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节
约用水、科学省水，共建节水型城市。此外，为配合推
进节水典范城市建设工作，在公司所有办公场所安装节
水型出水嘴，切实发挥节水表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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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管理

公司设立党委、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机构，形成
决策、监督、经营相互协调制衡及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
深度融合的工作机制。积极推进以公司章程为核心的企
业制度体系建设，发布实施董事会议事规则，细化董事
会决策事项，理顺决策程序。发布实施《全资、控股二
级企业章程管理指引》，指导下属全资及控股二级企业
以公司章程为核心的公司治理体系规范化、制度化。

坚持把党的领导融入集团治理各环节。全面推动“党建
入章程”工作，在章程中明确党委的职责权限、决策程
序和保障机制，制定集团《党委研究讨论企业重大经营
管理事项清单》和《党委研究决定事项清单》，明确和
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充分发
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作用。

不断强化董事会建设，落实董事会职权。成立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
计与风险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五个专门委员会，分别制
定相应的议事规则。参照国务院国资委对中央企业董事
会应建尽建范围原则，51 家企业董事会应建尽建、配齐
配强，并实现外部董事占多数，建成内外部董事合理搭配、

公司是国有独资企业，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不设股东会，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公司法》《国
资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行使相关职权。

报告期内，公司组织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现场会议形式），第二、三、四、五次会议（书面审议形式），第
六次会议（现场会议形式），共形成 19 项决议。

规模适中、专业互补的董事会。推动下属 8 家重要子企
业落实董事会职权，强化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
险功能。

持续增强经理层经营活力。发布实施经理层成员任期制
和契约化管理工作方案，完成《岗位聘任协议》《年度
经营业绩责任书》等的签订工作。制定实施《2020 年度
高管人员经营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方案》，严格考核等
级差异化分布，并根据考核结果核定高管的 2020 年度薪
酬，实现“业绩升、薪酬升，业绩降、薪酬降”。

积极强化监督机制，持续提升监督效能。制定《联合监督
委员会联席会议制度（试行）》，每季度定期组织纪检监
察、监事会、财务等部门，召开大监督联席会议。修订《违
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依规依据开展违规经营
投资责任追究工作。制订《监事会议事规则》，明确监事
会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促进集团监事会规范履职。

报告期内，公司各类治理主体规范运作，确保公司经营
管理规范有序开展。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基本情况

股东会召开情况

董事会召开情况

制度建设及年度执行评价

内部控制评价结论

风险管控

公司制定较为完善的控制管理制度，涵盖生产、安全、工
程、财务、人力资源、行政等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并
建立起采购管理、存货管理、固定资产管理、资金管理、
支付管理、收入管理、薪酬管理等核心业务的内控管理
流程手册，公司各项管理制度与内控管理流程执行情况
良好。报告期内，公司完成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均已建立
内部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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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科学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全面评估企业面临的风险
与机遇，运用全面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实施有效的年度风
险评估工作，持续完善风险筛查及评估机制，充分研判
并科学识别企业当前面临的核心业务领域重大风险，提
升企业核心风险的全链条、全过程管控水平。报告期内

并出具经公司决策机构审议通过的年度内控体系工作报
告；持续推动并指导下属二级独立法人企业新增、修订
内控流程制度；在内控审计环节，借助中介力量实行审
计范围的全覆盖，针对所揭示出的内控缺陷，督促被审
计单位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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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变化。

完成了公司年度风险事件库的梳理及评估工作；按照深
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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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企业重大风险管控情况的跟踪落实工作，本年度未发
现重大风险事故，风险管控情况良好。

2021 年度报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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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完成公司章程（2021 年修订版）备案，公司注册资本无变动。

报告期内，公司本地固定资产投资共完成 51 亿元，比
2020 年翻一番；纳入深圳市生态环境及水务项目指挥部
固定资产投资任务共 65 个，年度总投资 45.08 亿元，完
成率 106%；异地固定资产投资 2.47 亿元。完成收购深
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外方股权的重大融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无合并、分立、解散或申请破产等事项，无企业经营范围内的重大变化。

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吴晖同志任
公司董事长。

经市委组织部同意，龚利民同志任
公司董事，为公司总经理人选。

经市国资委研究决定，委派胡本雄
同志任公司董事。

2021 年 2 月 2021 年 2 月 2021 年 11 月

监事会对财务报告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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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完成，导致购买日的可辨认资
产的公允价值无法取得，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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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重大事项

公司章程、注册资本变动

公司重大投资行为、重大融资行为、重大或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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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层管理人员变动

选取民生银行、中国银行、浦发银行组成银团，为公司
提供 34.319 亿元贷款，顺利保障 57 亿股权款的支付。
11 月，在深交所成功发行 10 亿元公司债券，在银行间交
易商协会市场以外，开拓了新融资渠道。12 月，与亚洲
开发银行完成 6.9 亿元跨境贷款融资的提款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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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日常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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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会对公司运作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主席列席总裁办公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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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无重大亏损或重大损失情况。

根据《深圳市国资委关于 2021 实施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
构选聘工作的通知》（深国资函〔2021〕496 号）相关要求，
公司原年审机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已满五年。2021 年，

报告期内无国资委或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情况

公司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国资委或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年报审计事务所已由深圳市国资委选聘确定为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截至本报告期末，该会计
师事务所第 1 年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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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资产 605,889,08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69,531,298  64,436,313 

其他流动资产  189,014,140 210,475,183

流动资产合计  10,417,072,415  8,789,509,422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36,918,162

长期应收款  1,112,817,288  1,173,669,221

长期股权投资 380,588,023 372,877,50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821,384,564

投资性房地产  118,660,154 123,713,326

固定资产 12,732,607,774 11,969,795,545 

在建工程 2,259,219,806 1,910,282,398 

使用权资产 40,482,819

无形资产 6,606,531,473 4,849,838,178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保留意见。

简要财务报告

公司财务决算报表审计意见结论

主要指标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深圳市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982,413,090 4,481,506,506

应收票据 500,000 204,734

应收账款 3,230,911,805 2,182,138,498

预付款项 102,034,151 222,049,156

其他应收款 603,185,330 568,831,279

存货 633,593,517 1,059,867,75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8,721,193,839 4,332,530,773

应付债券 2,900,000,000 2,000,000,000

租赁负债 30,669,533

长期应付款 213,029,016 218,029,016 

预计负债 41,833,139 24,916,639

递延收益 373,585,920 396,468,795

递延所得税负债 199,746,823 204,620,063

其他非流动负债 729,756,364 673,0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13,209,814,634 7,849,565,286

负债合计 26,952,648,644 18,143,844,045

商誉 23,329,689 23,329,689

长期待摊费用 75,676,256 51,182,486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955,591 22,559,352

其他非流动资产 483,617,899 283,760,23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7,680,871,336  23,817,926,088 

资产总计  38,097,943,751  32,607,435,51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187,404,944  669,000,000 

应付票据 26,767,086

应付账款 2,307,380,163 1,949,071,965

预收款项 415,857 1,051,075,639

合同负债 1,286,285,075

应付职工薪酬 1,279,019,694 1,140,915,371

应交税费 176,173,911 190,105,172

其他应付款 3,151,210,692 3,164,985,83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85,656,727 366,614,387

其他流动负债 2,942,519,861 1,762,510,386

流动负债合计 13,742,834,010 10,294,27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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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200,000,000 1,000,000,000

资本公积 4,493,181,186 5,761,536,689

其他综合收益 168,503,470 188,928,669

盈余公积 526,067,480 494,967,452

未分配利润 822,913,027 503,255,07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210,665,163 7,948,687,881

少数股东权益 2,934,629,944 6,514,903,58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145,295,107 14,463,591,46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8,097,943,751  32,607,435,51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876,043,481 900,046,839 

加：营业外收入 20,373,293 16,203,688

减：营业外支出 26,844,481 12,858,116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869,572,293 903,392,411

减：所得税费用 247,565,909 246,155,09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22,006,384 657,237,318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 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22,006,384 657,237,318 

2. 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81,276,995 245,638,966 

2. 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240,729,389 411,598,352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0,425,199 6,037,468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0,425,199 3,320,608

1.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0,425,199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20,425,199 - 

2.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3,320,60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320,608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716,860

七、综合收益总额 601,581,185 663,274,786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60,851,796 248,959,574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40,729,389 414,315,212

管理费用 989,799,557 862,482,181

研发费用 134,945,407 98,317,167

财务费用 327,066,389 204,142,043

其中：利息费用 442,304,189 321,228,755

利息收入 132,903,993 126,099,675

加：其他收益 116,250,031 170,869,913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3,663,324 9,021,23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596,455 -1,133,094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564,506  -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7,921  -7,295,593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653,088 26,554,133

注：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 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658,560,898 元。

深圳市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晖

2022 年 6 月

合并利润表

2021 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市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21 年 2020 年

一、营业总收入 12,684,321,338 9,429,570,776

其中：营业收入 12,684,321,338 9,429,570,776

二、营业总成本 11,936,011,539 8,728,673,620

其中：营业成本 9,790,120,641 6,921,764,563

税金及附加 118,022,821 112,263,876

销售费用 576,056,724 529,703,7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