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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5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22-027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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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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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475,111,35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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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公用 股票代码 00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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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飞媚 程青民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 18 号财兴大厦北座 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 18 号财兴大厦北座

传真 0760-88830011 0760-88830011

电话 0760-88389918 0760-88389268

电子信箱 zhoufm@zpug.net chengqm@zpug.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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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从事主要包括环保水务、固废处理、工程建设以及辅助板块业务，拥有

一级全资子公司中山公用水务、中山公用工程、天乙能源等 11 家，一级参、控股包括广发证

券、中海广东等 15 家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明确新的发展战略，聚焦核心主业，抓好对外投资和运营管理两个关键，

增量项目持续做大，存量项目提质增效，深化机制改革、人才队伍建设、技术研发等各项工

作取得新进展，主要经营指标实现稳步增长，总体经营稳中向好。

1.环保水务板块

公司环保水务板块以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为主，涵盖水质监测、工程设计、施工安装、

信息技术、水处理技术研发等相关业务，设计日供水能力达 236 万立方米，设计日污水处理

规模达 100 万立方米。公司承担着中山市约 75%的供水任务，34%的污水处理任务，服务范围

覆盖全市 22 个镇区，服务人口达 400 万，同时在承担抗御咸潮、旧城区管网改造、水资源费

等关乎社会民生的项目，发挥着重要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日平均供水量 175.6 万吨，日平均污水处理量 83.7 万吨，保障城市生活

的水循环良好运作。公司聚焦主责主业，联合中标中山市未达标水体综合整治工程第三标段

（“EPC+O”项目），项目金额达 28 亿元；启动珍家山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10 万吨/

天）和中山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的三期扩建工程（20 万吨/天）；积极进军中山本地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领域，助力中山市打赢水污染治理攻坚战。此外，积极推进中山市“供水一盘棋”、

“污水一盘棋”工作，成功收购沙溪镇供水资产，中标南朗镇污水厂委托运营项目，进一步

拓展中山本地市场的业务占有率。

2.固废板块

公司固废板块以垃圾处理、环卫服务业务为主，拥有中山市北部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

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渗滤液处理厂特许经营权，中山市医废垃圾处理特许经营权，运营 1

个垃圾填埋场，具备国家级生活垃圾处理处置一级资质、中国清洁清洗行业国家一级资质等

多项资质。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 79.2 万吨/年，发电量可达 3亿度/年以上。

环卫服务范围包括中山市东区、南区、港口、黄圃及民众等镇区，并将业务拓展至深圳、

湖南东安等地；承担着中山市城区 1100 间垃圾屋、16 个垃圾中转站，并负责中山市医疗废

弃物处置、各镇区污水厂污泥运输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开展垃圾焚烧发电“提质增效”，全年累计垃圾处理量 79.8 万吨，

全年发电量 3.45 亿度。天乙能源一、二期吨垃圾发电量较收购时提升 100 度/吨，三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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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经技术改造后，全年稳定运行时间超 8300 小时，达到行业领先水平。此外，公司中标中

山本地 6个环卫服务项目。

3.工程板块

公司工程板块拥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等多项资质，同时具备污水管网建设 PPP 工程项目、黑臭水体治理

EPC+O 工程项目、大型污水厂提标改造等工程施工技术与建设管理经验，业务涵盖市政工程、

建筑装修、机电消防、燃气管道以及供水管网建设等领域。

4.辅助业务板块

公司辅助业务板块主要包括金融投资、市场运营、港口客运等业务。

其中：金融投资方面，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10.33%股份，与广发信德合作设立了环保并购

基金、新能源基金等多个基金，形成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持有公用小额贷公司 87.5%股

权，参股中海广东、中山银达等企业，取得较为不错的投资回报。

市场运营方面，公司下辖 34 个农贸（批发）市场及商业体，业务覆盖中山市城区及 18

个镇区，总占地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是中山市最大的农贸市场集群，在配合当地政府“创文”、

“创卫”、“创食安”、“保供应”等工作，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力。

港口客运方面，公司运营香港、深圳、中山三地 3条客运航线，拥有 5艘豪华高速双体

客轮，竭力为出行旅客提供安全、舒心、便捷服务。

（二）公司发展状况

1.谋划顶层设计，明确“双核双轮”战略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新的使命、愿景，突破现有业务格局，创新性的构建指引未来发展

与业务布局的“双核双轮”战略框架，勾画了“市政环保、工业环保、新能源”三阶成长曲

线，积极谋划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力争成为国内领先的环境与资源解决方案提供商。

2.优化治理权责边界，完善制度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厘清 “四会一层”权责边界，经营班子“谋经营、强管理、抓落

实”，按照“风险可控、高效简单”原则，梳理优化管理流程，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促进管

理效能提升。同时，通过调整对下属企业考核方式，强调分类考核、业绩导向，各业务板块

按照其企业特性，分类定位实现精准考核，促进市场竞争类企业注重业务拓展，民生服务类

企业关注民生服务。

3.深化人才改革行动，搭建高素质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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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积极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三年行动，创新覆盖全生

命人力资源管理周期的“四新”人才战略模式，即“拓宽选才新路径、搭建育才新平台、优

化用才新方式、营造留才新生态”，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打开新的局面。报告期内，公司形成

一支涵盖工程院院士彭永臻为代表的首席专家顾问 3人、博士 3人、硕士 76 人、高层次人才

26 人、高级职称人才 69 人、其他职称或职业资格 929 人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4.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发行 20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及中山国企首单 5亿元绿色中期票据，完

成公司债利率调整，较大地降低了融资成本，保障了业务发展资金需求，为公司战略落地提

供有力支撑。

5.创新技术应用，驱动提质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环境技术咨询服务业务，成功收购中山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 51%股权；水务公司联合彭永臻院士专家团队开展 AOA 污水处理技术研究，通过工

艺控制实现短程反硝化厌氧氨氧化来脱氮，有效降低碳源用量，该项目已申报 2021 年国家重

点专项“污水生物处理前沿技术研发与示范”子项目。公司负责的国家实验室重点研发项目

顺利通过中山市科学技术局人才发展专项项目中期考核，以及 MOSA 污泥减量中试示范项目达

到减量目标，推广应用 DMA 分区计量减少漏损水量等系列举措，有效驱动企业提质增效，促

进技术转化为经济效益。

6.落实民生工程，践行国企担当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中山市 137.78 公里老旧管道改造，22 个老旧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

造，进一步强化水质保障能力；投资 1700 万元改造优化市场，进一步改善市场经营环境，让

市民“菜篮子”更安全、更舒适。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达到 224.91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公司净资产 151.42 亿

元，资产负债率为 31.32%，净资产收益率为 10.06%。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71 亿元，

同比增长 8.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6 亿元，同比增长 6.61%，剔除广发证券

投资收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5 亿元，同比增长 2.32%。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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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22,490,642,057.15 20,888,502,511.54 7.67% 19,133,029,36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5,141,971,527.58 14,075,436,434.05 7.58% 13,132,338,133.53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370,688,422.91 2,183,314,219.64 8.58% 2,219,578,46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465,644,534.55 1,374,779,190.61 6.61% 1,046,376,66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1,826,582.96 1,357,938,353.52 7.65% 1,024,104,651.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18,822,836.01 586,445,067.11 -11.53% 832,259,020.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9 0.93 6.45% 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9 0.93 6.45% 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6% 10.12% -0.06% 8.2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19,894,371.36 630,138,052.37 574,489,163.76 646,166,83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1,064,369.14 487,061,736.14 367,241,763.08 290,276,66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7,048,738.51 486,522,015.31 364,622,675.67 293,633,153.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316,497.27 141,656,578.69 216,320,688.94 55,529,071.1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

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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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38,937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0,324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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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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山中汇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98% 707,760,884 216,689,401

上海复星

高科技（集

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35% 167,460,820 0

中央汇金

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83% 26,923,700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46% 21,535,676 0

肖阿军
境内自然

人
1.38% 20,326,852 0

中山市古

镇自来水

厂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5% 12,603,546 0 质押 12,600,000

中山市三

乡水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0% 11,797,866 0

广西铁路

发展投资

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6% 8,319,467 0

中山市东

凤自来水

厂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4% 7,998,806 0

四川山水

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51% 7,502,57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国有股东、法人股各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亦无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其他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公司无法判断有

无关联关系，也无法判断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肖阿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946,852 股外，还通过华福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380,000 股，实际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20,326,852 股。

公司股东四川山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通过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502,57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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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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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汇集团直接持有中山公用 47.98%股权，并通过广州证券鲲

鹏中山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中山公用0.31%股权，合计持有中山公用 48.29%股权，

为中山公用控股股东。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中山公用

事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第一

期）公司

债券

18 中山 01 112712 2018年 05月 22日 2023年 05月 22日 72,350 3.90%

中山公用

事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第一

期）公司

19 中山 01 112861 2019年 03月 05日 2024年 03月 05日 80,000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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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

中山公用

事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度第一

期绿色中

期票据

21中山公用

MTN001（绿

色）

102101362 2021年 07月 22日 2023年 07月 23日 50,000 3.05%

中山公用

事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第五期

超短期融

资券

21中山公用

SCP005
012105500 2021年 12月 23日 2022年 09月 20日 50,000 2.88%

中山公用

事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第一期

超短期融

资券

22中山公用

SCP001
012281363 2022年 04月 08日 2022年 12月 14日 50,000 2.58%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

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
2021 年 5 月 22 日兑付利息 2822 万元。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

2021 年 3 月 5 日兑付利息 4000 万元，兑

付本金 2 亿元。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
报告期末未到付息日。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2021 年 10 月 14 日兑付利息 324 万元，

兑付本金 5 亿元。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2021 年 10 月 21 日兑付利息 317 万元，

兑付本金 5 亿元。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报告期末未到付息日。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
报告期末未到付息日。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了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两期债

券信用等级维持为 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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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于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

跟踪评级，届时将在巨潮资讯网及评级公司网站上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请投资者

关注。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31.32% 31.11% 0.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

利润
146,182.66 135,793.84 7.65%

EBITDA 全部债务比 44.58% 47.35% -2.77%

利息保障倍数 9.85 9.11 8.12%

三、重要事项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发生变更的事宜

公司原董事会秘书李春辉先生已于2021年5月25日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在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由公司董事长郭敬谊先生

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同时，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2021年5月27日，公司通过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38）。

2021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周飞媚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为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021年10月28日，公司通过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

（二）关于“18 中山 01”公司债票面利率调整及回售情况的相关事宜

1.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3年的票面年利率为5.3%；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发行人

选择下调票面利率140bp，存续期第4年、第5年的票面利率为3.9%。根据《中山公用事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的内容，本

期债券的回售申报期为：2021年4月7日至2021年4月13日。

2021年4月2日、2021年4月6日、2021年4月7日，公司通过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分别披露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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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8中山01”调整票面利率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2）、《关于“18中山01”调整票面利率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9）、《关于“18中山01”调整票面利率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

2.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18中山01”

本次回售申报数量2,765,000张，回售金额276,500,000元（不含利息），剩余托管数量为

7,235,000张。

2021年4月15日，公司通过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分别披露了《关于“18中山01”债券回售申报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

2021年5月22日，公司通过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分别披露了《关于“18中山01”公司债券回售结

果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三）公司成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绿色中期票据

1.公司分别于2020年7月3日、2020年7月20日召开2020年第6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0年

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

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含20亿元）的超短期

融资券和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含20亿元）的中期票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4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

2.2021年3月29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了《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1〕

MTN220号）和《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1〕SCP111号），决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

资券注册以及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分别为2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

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3.2021年7月14日至7月15日，公司发行了2021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1年7月2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1年度

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

4.2021年7月21日，公司发行了2021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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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2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1年度第一期绿色

中期票据发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

5.2021年7月22日，公司发行了2021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

年7月2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1年度第二期超短

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6.2021年10月9日-11日，公司发行了2021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1年10月14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1年度第三

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

7.2021年10月14日-15日，公司发行了2021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1年10月1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1年度第四

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

8.2021年12月22日-23日，公司发行了2021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1年12月2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1年度第五

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9）。

（四）公司 2021-2026 年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公司于2021年8月6日召开2021年第5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公用

2021-2026年发展战略规划纲要>的议案》，为明确公司未来发展方向，促进公司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一致审议通过了《中山公用2021-2026年发展战略

规划纲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中山公用2021-2026年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五）关于公司聘任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的事宜

2022年2月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2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

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黄著文先生为

公司总经理，聘任程青民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022年2月10日，公司通过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

2022 年 3 月 11 日，公司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 3 次临时会议以及 2022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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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增选黄著文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任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

期满。

2022年3月29日，公司通过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22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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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1）债券基本信息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