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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5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22-063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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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温振明 董事 工作原因 黄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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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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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760-88389918 0760-88389268

电子信箱 zhoufm@zpug.net chengqm@zpug.net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49,163,839.33 1,150,032,423.73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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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5,044,489.88 808,126,105.28 -3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27,780,444.19 803,570,753.82 -34.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768,082.28 246,973,075.96 -117.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55 -3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55 -3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9% 5.63% -2.1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711,469,737.93 22,490,642,057.15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185,485,878.27 15,141,971,527.58 0.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19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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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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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9% 707,887,737 216,816,254

上海复星高科技

（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35% 152,70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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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21,045,981 0

肖阿军 境内自然人 1.22% 17,96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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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 7,935,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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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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肖阿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6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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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92,051 股，

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7,96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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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5,3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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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债券

19 中山 01 112861
2019 年 03
月 05 日

2024 年 03
月 05 日

80,000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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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中山公用
SCP005

012105500
2021 年 12
月 23 日

2022 年 09
月 20 日

50,000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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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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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1.83% 31.3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0.75 12.8

三、重要事项

（一）关于公司聘任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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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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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发行人

选择下调票面利率85bp，存续期第4年、第5年的票面利率为3.15%。根据《中山公用事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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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为：2022年1月17日至2022年1月21日。

2022年1月13日、2022年1月14日、2022年1月17日，公司通过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分别披露了《关于“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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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02）、《关于“19中山01”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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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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05）、《关于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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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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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山

01”本次回售申报数量2,000,000张，回售金额200,000,000元（不含利息），剩余托管数量

为8,000,000张。

2022年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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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潮资讯网分别披露了《关于“19中山01”债券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07）

2022年3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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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资讯网分别披露了《关于“19中山01”公司债券回售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

（三）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事宜

1.公司分别于2022年6月23日、2022年7月1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5次临时会议

及2022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A股社会公众股份，拟用于公司未来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为不低于738万股且不超过1,475万股，

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0.26元/股（含），以此价格测算，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约为

7,571.88万元（含）至15,133.5万元（含）。具体回购金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金额为准，

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2022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5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5）、《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6）、《2022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

2.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55）。

3.2022年7月25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5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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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6%，最高成交价为7.5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44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3,926,986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6）。

4.截至2022年7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636,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最高成交价为7.5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44元/股，

支付总金额为12,251,832.2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7）。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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