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1158� � � �公司简称：重庆水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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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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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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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水务 60115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吕祥红 陈涛

电话 023-63860827 023-63860827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龙家湾１号 重庆市渝中区龙家湾１号

电子信箱 swjtdsb@cqswjt.com swjtdsb@cqswj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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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19,133,875.16 21,712,848,324.68 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514,006,201.76 15,147,071,938.64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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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280,751.03 1,014,212,779.53 -3.74

营业收入 2,594,806,746.33 2,557,939,281.38 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1,941,146.91 843,009,438.46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730,982,930.15 791,426,367.58 -7.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0 5.78 减少0.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8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8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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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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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04 2,401,800,000 0 无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52 1,849,160,689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2.38 114,293,591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56 26,953,900 0 未知

吴绮绯 境内自然人 0.23 10,862,402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18 8,729,471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

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15 7,377,714 0 未知

李弟勇 境内自然人 0.12 5,829,868 0 未知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10 4,690,171 0 未知

李春萍 境内自然人 0.08 3,961,6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中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与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外公司未知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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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

额

利率（%）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0渝水01 163228 2020-03-10 2025-03-10 20 3.37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35.67 30.1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6.66 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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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6月经公司及所属各单位的共同努力， 在整个社会经济形势较为困难的情

况下，经营业绩总体基本稳定，供排水水质持续稳定达标。 实现营业收入25.95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1.44%；实现净利润7.92亿元（不含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下降6.06%；每

股收益为0.1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0.02元。 资产总额226.19亿元，较上年末增加4.17%；净资

产145.14亿元（不含少数股东权益），较上年末减少4.18%，主要系报告期内派发2019年度

现金股利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35.67%，较上年末上升5.54个百分点，主要原

因是报告期内发行20亿元“20渝水01” 公司债券所致。 以上数据表明，本公司努力克服新

冠疫情的不利影响，经营业绩整体受社会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较小，财务结构及资产状

况继续保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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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

〔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

收入准则。 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2020年1月

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

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于2020年8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批准。

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所导致影响如下：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应收账款 968,998,838.67 896,619,785.18 -72,379,053.49

合同资产 72,379,053.49 72,379,053.49

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755,245,035.79 1,908,696.99 -753,336,338.80

合同负债 753,336,338.80 753,336,33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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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1158� � � �证券简称：重庆水务 公告编号：临20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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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0年半年度会议）于

2020年8月13日在公司11楼会议室以现场加视频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0年8

月3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和监事。 会议由董事长王世安先生主持，会议应

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其中，王世安、郑如彬、王宏、程源伟董事出席现场会议，张展

翔、张勤、余剑锋董事以视频方式出席。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重

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全

体董事认真审议后逐项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同意公司修订《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

的《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公告》（临2020-027）。

二、审议通过《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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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3日上午11:00在公司

11楼会议室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8月3日通过电子邮

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人吴小明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4人，实

到监事4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并逐项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修订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修订《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变更公

司会计政策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 审议通过 《关于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报告》（全文及摘

要）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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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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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颁布及修订的会计准则要求对公司的会计政策

和相关财务信息进行的相应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

大影响。

一、概述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财会〔2017〕

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

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

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

1日起施行。

按照上述文件规定，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2020年1月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

入》（以下简称“原收入准则” ）及其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新收入准

则。 新收入准则修订内容主要包括：将原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

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

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

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公司仍然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于2020年8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批准。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

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首次执行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

额，列报项目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按原收入准则列示的项目金额 2020年1月1日按新收入准则列示的项目金额

应收账款 968,998,838.67 896,619,785.18

合同资产 72,379,053.49

预收账款 755,245,035.79 1,908,696.99

合同负债 753,336,338.80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为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

理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在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履行

了法定程序。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

项。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 本次变更公司会计政策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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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6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七号一水的生产与供应》有

关规定和披露要求，公司2020年1-6月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一、自来水板块

地区 平均水价（元）

供水量（万m3） 售水量（万m3）

2020年

1-6月

2019年1-6月

同比变化

（%）

2020年1-6月 2019年1-6月 同比变化（%）

重庆市主城区 2.7636 25,524.93 25,808.95 -1.10 21,335.85 22,352.67 -4.55

重庆市合川区 2.9230 1,713.30 1,657.91 3.34 1,519.74 1,485.28 2.32

重庆市万盛经

济技术开发区

2.7697 544.11 527.94 3.06 540.62 536.72 0.73

重庆市江津区 3.0014 3,054.57 2,169.79

注：表中平均水价为含税价，不含代政府收取的污水处理费。

二、污水处理板块

地区

平均水价

（元）

处理量（万m3） 结算量（万m3）

2020年1-6月 2019年1-6月

同比变化

（%）

2020年1-6月 2019年1-6月

同比变化

（%）

重庆市 2.77 55,899.68 51,451.20 8.65 56,692.85 53,332.11 6.30

成都市青白江区 1.65 378.91 348.41 8.75 728.00 716.25 1.64

重庆市大足区 3.35 162.85 196.16 -16.98 238.95 244.35 -2.21

注：1. 重庆市大足区的污水处理量及结算量仅为公司控股子重庆市大足区清溪水务

有限公司的数据。

2．重庆市的污水处理量及结算量含两江新区污水项目、重庆市璧山区污水项目、重

庆市万盛经开区南桐污水项目数据。

3．成都市青白江区污水项目结算价格从6月开始调整，单价为2.326元。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2060�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20-056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2019年度云浮市郁南县垦造

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该合同是EPC总承包合同，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在合同协议书上

签字并盖单位章后，合同生效。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合同双方均

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2.合同履行对公司2020年度的经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3.公司承接本次项目构成关联交易。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4日披露了“2019年度云

浮市郁南县桂圩镇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第六十一批）” 的中标情况。详见2020年8月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

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度云浮市郁南县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第六十一

批）中标的公告》。

2019年度云浮市郁南县桂圩镇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已签订，现将相关内容公

告如下。

一、合同签订概况

近日，公司与广东省兴粤水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粤水利” ）签订《2019年度

云浮市郁南县桂圩镇古田 （等4个） 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

2019KT-EPC-61-01）、《2019年度云浮市郁南县桂圩镇桂连 （等3个） 村垦造水田项目

EPC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2019KT-EPC-61-02）， 上述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 土地平

整、土壤改良、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和其它等工程。

1.交易对手方：广东省兴粤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2.合同类型：EPC总承包合同。

3.合同标的：2019年度云浮市郁南县桂圩镇垦造水田项目。

4.合同金额：

（1）《2019年度云浮市郁南县桂圩镇古田 （等4个） 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

同》，合同金额暂定为5,213.56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4,783.32万元。

（2）《2019年度云浮市郁南县桂圩镇桂连 （等3个） 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

同》，合同金额暂定为2,343.77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2,125.70万元。

5.合同工期：2020年12月30日前完成合同段验收，2021年1月25日前完成初步验收，以项

目验收确认通过日期作为实际竣工日。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发包人名称：广东省兴粤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涌泉。

3.注册资本：220,000万元。

4.经营范围：水土保持技术咨询服务，土地整理、复垦，灌溉服务，其他农业服务等。

5.注册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1号1幢2108房。

6.成立时间：2015年11月2日。

（二）兴粤水利为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

（三）2017年，公司未与兴粤水利发生类似交易；2018年，公司承接了兴粤水利的2017

年度河源、云浮等五市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第一批）等71个项目，合计金额为324,

138.47万元，占公司同类业务的17.72%；2019年，公司承接了兴粤水利的2019年度云浮市新

兴县东成镇、稔村镇、六祖镇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第七批）等26个项目，合计金额74,

595.86万元，占公司同类业务的3.73%。

（四）兴粤水利实力较强，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权利义务：

1.承包人（公司）需完成各项承包工作，对设计、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的完备性负责，

保证工程施工和人员的安全等。

2.发包人（兴粤水利）发出承包人开始工作通知、提供施工场地、办理证件和批件、支

付合同价款等。

（二）项目建设内容：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

境保持和其它等工程。

（三）合同金额：

1.《2019年度云浮市郁南县桂圩镇古田 （等4个） 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合同编号：2019KT-EPC-61-01）；

合同金额：暂定为5,213.56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4,783.32万元。

2.《2019年度云浮市郁南县桂圩镇桂连 （等3个） 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合同编号：2019KT-EPC-61-02）；

合同金额：暂定为2,343.77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2,125.70万元。

上述2个合同金额合计为7,557.33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合计为6,909.02万元。

（四）定价依据：价格经公开招标确定。

（五） 上述合同的施工工期均为：2020年12月30日前完成合同段验收，2021年1月25日

前完成初步验收，以项目验收确认通过日期作为实际竣工日。

（六）上述合同结算方式均为：根据进度按月计量和支付。

（七）主要违约责任：

1.承包人（公司）违约导致工程无法开工、工期延误或者合同解除的，由承包人承担违

约责任。

2.发包人（兴粤水利）违约导致工程无法开工、工期延误或者合同解除的，由发包人承

担违约责任。

3.第三人造成的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承担

违约责任。 一方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八）合同生效条件：

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在合同协议书上签字并盖单位章后， 合同生

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施工能力强，技术先进、工程技术人员充足，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2.合同履行将对公司2020年及未来1个会计年度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3.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上述合同而对兴粤水

利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该合同是EPC总承包合同，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合同双方

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承接上述工程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0年2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和2020年3月31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该预计额度内。

备查文件：

1.《2019年度云浮市郁南县桂圩镇古田（等4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2.《2019年度云浮市郁南县桂圩镇桂连（等3个）村垦造水田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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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

土建及机电安装A1标施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该合同是施工合同，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在合同协议书上签字并

盖单位公章后，合同生效；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合同双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2.合同履行对公司2020年度的经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4日披露了“珠江三角洲

水资源配置工程土建及机电安装A1标” 的中标情况。 详见于2020年8月4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土建及机电安装A1标中标的公告》。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土建及机电安装A1标施工合同已签订， 现将相关内容公

告如下。

一、合同签订概况

近日，公司与广东粤海珠三角供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海供水” ）签订《珠江三角

洲 水 资 源 配 置 工 程 土 建 及 机 电 安 装 A1 标 施 工 合 同 》（合 同 编 号 ：

CD88-GC04-2020-0093）。 该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鲤鱼洲泵站、鲤鱼洲高位水池、检修

阀井等土建工程，机电设备采购与安装工程，预埋件(管)的埋设及其他工作，水土保持及环

境保护工程等。

1.交易对手方：广东粤海珠三角供水有限公司。

2.合同类型：工程施工合同。

3.合同标的：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土建及机电安装A1标工程。

4.合同金额：111,550万元。

5.合同工期：计划为45个月。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广东粤海珠三角供水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谭奇峰。

（2）注册资本：1,828,700万元。

（3）经营范围：天然水收集与分配。

（4）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自编1号楼)X1301-A3665(仅限办公用

途)。

（5）成立时间：2017年7月25日。

2.公司与粤海供水不存在关联关系。

3.2017年，公司承接了粤海供水的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试验段项目，合同金额

23,513.22万元，占公司同类业务的1.66%；2018年，公司未与粤海供水发生类似交易；2019年，

公司承接了粤海供水的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土建施工A2标、A3标、B2标、B3标项目4

个项目，合计金额为563,194.06万元，占公司同类业务的28.02%。

4.粤海供水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权利义务：

1.承包人（公司）需完成各项承包工作、对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的完备性负责、保证工

程施工和人员的安全等。

2.发包人（粤海供水）发出开工通知、提供施工场地、协助承包人办理证件和批件、支

付合同价款等。

（二）工程建设内容：鲤鱼洲泵站、鲤鱼洲高位水池、检修阀井等土建工程，机电设备采

购与安装工程，预埋件(管)的埋设及其他工作，水土保持及环境保护工程等。

（三）合同金额：111,550万元。

（四）定价依据：工程合同价格经公开招标确定。

（五）合同工期：计划为45个月。

（六）结算方式：根据进度按月计量和支付。

（七）主要违约责任：

1.承包人（公司）违约导致工程无法开工、工期延误或者合同解除等情况，由承包人承

担违约责任。

2.发包人（粤海供水）违约导致工程无法开工、工期延误或者合同解除等情况，由发包

人承担违约责任。

3.第三人造成的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承担

违约责任。 一方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八）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在合同协议书上签字并

盖单位公章后，合同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施工能力强，技术先进、工程技术人员充足，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2.该合同履行将对公司2020年及未来4个会计年度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3.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粤海供水

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该合同是施工合同， 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合同双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履行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土建及机电安装A1标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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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订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B2标

项目泥水平衡盾构机租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该合同是租赁合同，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人签字盖章后生效；不可抗力

因素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合同各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2.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5日披露了“珠江三角洲

水资源配置工程土建施工B2标” 的中标情况，于2019年10月15日披露了该项目合同签订情

况。 分别详见于2019年9月5日、2019年10月15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江三角洲水

资源配置工程土建施工B2标中标的公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珠江三角

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土建施工B2标合同的公告》。

公司承接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土建施工B2标项目，合同金额206,837.66万元。根

据工程设计，该项目盾构区间需投入6台（3台Ф4360和3台Ф8640）泥水平衡盾构机进行施

工。 为完成工程施工任务，结合公司盾构机的配置情况，综合考虑市场和成本费用，公司向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隧集团” ）租赁上述盾构机并签订租赁合

同。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签订概况

近日，公司与华隧集团签订《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B2标项目泥水平衡盾构机租

赁合同》（合同编号：GC-2019-087-SB-2020-014）。 租赁内容为6台 （3台Ф4360和3台

Ф8640）全新的泥水平衡盾构主机及其辅助设备，以完成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B2标项目

施工。

1.交易对手方：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合同类型：租赁合同。

3.合同标的：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B2标项目泥水平衡盾构机。

4.合同金额：含税总价16,915.72万元。

5.租赁期限：暂定为30个月，租赁期限以承租方（公司）实际完工工期为准。 租赁期限

自起租日起算，起租日为双方确认的开始掘进日。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弓毅伟。

2.注册资本：90,100万元。

3.经营范围：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

专业承包，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种

作业工程，城市园林绿化工程（上述各项持有效资质证书经营）；项目投资；建筑技术服务；

建筑设备与工艺技术研发；劳务派遣（不含专项审批业务）；设备租赁。

4.成立时间：2008年6月5日。

5.住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迎宾大道95号交通局大楼13楼1308室。

（二） 华隧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

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华隧集团发生类似交易。

（四）华隧集团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权利义务：

1.承租方（公司）需按月支付租赁费；合同设备租赁期间，承租方对设备享有用益物

权，不得有将合同设备转租、转让、销售、抵押等侵犯出租方所有权的行为等。

2.出租方（华隧集团）应提供6台完整的合同设备；按规定向承租方提交技术资料；按

规定派遣其技术人员到工作现场提供技术服务；合同设备租赁期间，合同设备所有权属于

出租方等。

（二）租赁内容：6台（3台Ф4360和3台Ф8640）全新的泥水平衡盾构主机及其辅助设

备，以完成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B2标项目施工。

（三）合同金额:含税总价16,915.72万元。

合同设备的含税租赁单价按掘进每延米计算：其中：（1）Ф8640含税单价为￥15,600元

/延米；（2）Ф4360含税单价为￥5,600元/延米，以上单价包含初装焊接类和可拆卸类刀具、

皮带、盾尾刷、通风制冷系统、初装油、首次分体始发使用的临时管线、投保财产一切险和机

器损坏险等费用。

3台Ф8640泥水盾构总掘进工程量暂定为8243米，3台Ф4360泥水盾构总掘进工程量暂

定为7244米。

（四）定价依据：市场价格。

（五）租赁期限：暂定为30个月，租赁期限以承租方（公司）实际完工工期为准。租赁期

限自起租日起算，起租日为双方确认的开始掘进日。

（六）结算方式：按月计量和支付。

（七）合同设备根据承租方提供的施工地质条件及要求，由经承租方认可的技术支持

方（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一一负责提供设计及制造,出租方对设备的质量和制造

工期负责，承租方对提供的本工程地质资料负责。

（八）违约责任：

1.合同生效后,若公司不租赁合同设备或者华隧集团不向公司提供合同设备的，将追究

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单台合同设备违约金为租赁合同总价16,915.72万元的10％，即1,691.57

万元。

2.如因该项目征地、拆迁、设计变更等业主原因造成延后接收合同设备，公司须提前3

个月以书面的方式告知华隧集团设备延后进场时间， 以便于华隧集团合理安排设备制造，

但延迟接受设备，不能视为公司违约。

3.如果华隧集团未能及时交货，华隧集团应按以下比例支付迟交货违约金。

A. 单台合同设备从迟交的第一周到第四周， 每周违约金为对应合同设备租赁总价的

0.1%。

B. 单台合同设备从迟交的第五周到第八周， 每周违约金为对应合同设备租赁总价的

0.15%。

C.从迟交第九周起，每周违约金为对应合同设备租赁总价的0.2%。

D.在计算迟交违约金时，迟交不足一周的按一周计算。 单台合同设备迟交货违约金的

总金额不超过对应合同设备租赁总价的5%。 如果迟交货违约金的总额达到此最高限额，或

者延迟交货时间超60天，公司有权部分或者全部终止合同，迟交货违约金的支付不能免除

华隧集团继续交付相关合同设备的义务。

4.如果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按时向华隧集团支付款项，公司应按以下比例支付违约金：

A.单台合同设备的每期租金从迟付款的第一周到第四周，每周违约金为应付而未付租

金的0.1%。

B.单台合同设备的每期租金从迟付款的第五周到第八周，每周违约金为应付而未付租

金的0.15%。

C. 单台合同设备的每期租金从迟付款第九周起， 每周违约金为应付而未付租金的

0.2%。

D.在计算迟付款违约金时，迟付款不足一周的按一周计算。 单台合同设备迟付款违约

金的总金额不超过租赁合同总价的5%。 如果迟付款违约金的总额达到此最高限额，或者每

期租金迟付款时间超过十二周，华隧集团有权部分或者全部终止合同。 迟付款违约金的支

付不能免除公司继续支付合同设备租赁款项的义务。 公司租赁预付款延迟支付，将可能导

致合同设备的延期交货。

5.公司未按本合同要求的日期安排合同设备进场，超出6个月后出租方按每套每月收

取15万元存放费（每月不足15天按半个月计算，超出15天按一个月计算）。

6.如果华隧集团设备因质量问题导致停机维修时间连续超过60天，从设备出现故障的

第一天起华隧集团应赔偿承租方误工费用50000元/台/天，至设备修复为止。

7.双方基于合同发生的违约赔偿，累计赔偿额度不超过本租赁合同总价的10％。

（九）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合同履行有利于公司工程施工任务顺利推进，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

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华隧集团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该合同是租赁合同，不可抗力因素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合同各方均不存在

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租赁华隧集团盾构机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0年2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和2020年3月31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2020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该预计额度内。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履行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B2标项目泥水平衡盾构机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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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天融信科

技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

在江苏省南京市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苏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

天融信” ）。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8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刊登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71）。

近日，江苏天融信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审批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信息如下：

项目 内容

公司名称 江苏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91MA2277UE5K

住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研创园团结路99号孵鹰大厦2226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 李雪莹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网络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软件开发；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服务；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广告设计、代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0年8月13日

营业期限 2020年8月13日至长期

特此公告。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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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于近日取得由

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三项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天线模型的构建方法和装置、车载天线模型的构建方法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发明人：刘恩博、李庆颍、张钰

专利号：ZL201811093958.4

专利申请日：2018年9月19日

专利权人：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广电计量检测（深圳）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0年5月26日

授权公告号：CN109376386B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算二十年

（二）一种带输出稳幅的C波段下变频器

专利类型：实用新型专利

发明人：骆汝杰

专利号：ZL201921739624.X

专利申请日：2019年10月16日

专利权人：广州山锋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0年5月26日

授权公告号：CN210629429U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算十年

（三）卫通地面设备检测设备

专利类型：外观设计专利

发明人：沈海燕、曾健洲、焦建立

专利号：ZL201930672035.3

专利申请日：2019年12月3日

专利权人：广州山锋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0年5月26日

授权公告号：CN305807690S

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算十年

上述专利证书的取得不会对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充

分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不断丰富公司先进技术储备，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从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公司持续创新能力的具体体现。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5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2

2020年 8 月 15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