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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目录 

 

1、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6、关于《公司 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7、关于聘请公司 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9、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10、关于 2021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11、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12、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13、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

案 

14、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15、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6、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7、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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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4月 26日（星期一）上午 9: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4月 26日（星期一）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9:15-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 

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 256号星云大楼 11 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详见公司已于 2021年 4月 6日在指定报纸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上

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21-016号公告）。 

四、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五、出席会议对象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具有出席本次

会议资格的公司 A股股东；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现场会议议程 

（一）工作人员宣读会议须知 

（二）介绍出席大会股东或股东代表 

（三）审议会议议题： 

1、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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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公司 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7、关于聘请公司 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9、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10、关于 2021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11、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12、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13、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

案 

14、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15、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6、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7、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四）股东或股东代表提问和发言 

（五）现场股东或股东代表投票表决 

（六）休会，工作人员统计表决票，汇总现场表决结果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七）复会，宣布表决结果 

（八）律师出具见证意见 

（九）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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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尊敬的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

《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特制

定如下会议须知： 

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股东大会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 

二、股东及股东代表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

利，并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

秩序。 

三、会议审议提案时，只有股东或股东代表有发言权，其他与会人员不得提

问和发言；发言股东或股东代表应先举手示意，经主持人许可后，即席发言；每

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一般不超过两次，时间最好不超过五分钟。 

四、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有损公司、股东共同

利益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五、未经工作人员允许，会议期间不得录音或拍照，请参会人员自觉关闭录

音笔、相机等设备。为使会议正常召开，请参会人员自觉关闭手机或将其设为静

音状态。 

六、本次现场会议为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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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水”或“公司”）

2020年度的各项工作已经结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结合公司董

事会 2020 年实际运行情况以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董事会编制了《2020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内容详见附件）。 

以上为“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本议案已经 2021

年 4月 2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 2020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附件：《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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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0年，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

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持续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动，不断完善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现将公司董事会一年来的工作情

况汇报如下： 

一、公司 2020 年度总体经营情况 

2020年是极具挑战亦极富成效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经济受到严

重冲击，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公司管理团

队和全体员工凝心聚力，按照战略规划，砥砺前行，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公

司取得了优秀的经营业绩，重大战略任务顺利落地。 

2020 年是公司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顺利通过证监会审核，并于 2021 年 2 月 9 日成功登陆国内资本市场，这既是

公司事业的重要转折，也是公司加速发展的新起点，太和水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

阶段。公司将以此为契机，一如既往，全力以赴，继续发展公司主业，以专业化

的经营，优质的服务，提升市场竞争力，立足资本市场，以更加优异的业绩回报

社会，回报股东，坚定不移的履行好一家上市公司的义务！ 

二、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对公司各类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和决策。全年共召开 7

次董事会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会议届次 会议时间 会议议案 

 

 

 

 

1.《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 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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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 

 

 

 

 

 

 

 

 

 

 

 

2020年 3月 12日 

3.《公司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关于批准报出公司 2017年至 2019 年年度审计

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6.《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7.《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8.《关于公司 2019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 

9.《关于聘请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0.《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11.《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

案》 

12.《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13.《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并上

市的决议有效期延长的议案》 

14.《关于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有关

申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

事宜有效期延长的议案》 

15.《关于提议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 

2020年 5月 21日 1.《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 

2020年 6月 23 日 1.《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 

2020年 8月 10日 1.《关于 2020年 1-6月审阅报告报出的议案》 

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 

 

2020年 8月 20日 

1.《关于 2017年度至 2020年 6月审计报告及财务

报表报出的议案》 

2.《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 

2020年 11月 20日 1.《关于修改首次公开发行 A股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的议案》 

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 

2020年 12月 21日 1.《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太和水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二）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及执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了 1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会议届次 会议时间 会议议案 

 

 

 

 

 

 

 

 

 

 

 

 

 

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 

 

 

 

 

 

 

 

 

 

 

 

 

 

2020年 4月 2日 

1.《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关于批准报出公司 2017年至 2019年年度审计报

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6.《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7.《公司 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8.《关于公司 2019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 

9.《关于聘请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0.《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11.《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12.《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并上市

的决议有效期延长的议案》 

13.《关于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有关申

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事宜

有效期延长的议案》 

14.《关于确认公司取得授信额度、办理非融资类保

函及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的议案》 

15.《关于确认公司关联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

联股东利益的议案》 

 

2020年度，公司董事会勤勉敬业，严格执行了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和授权， 

充分发挥董事会职能作用，并及时向股东大会汇报工作，进一步推进公司规范治 

理建设。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战略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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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2020 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 6 次，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召开会议 1次，战略发展委员会召开会议 1次。各委员会委员认真开展各

项工作，充分发挥专业职能作用，依照相关工作细则和议事规则规范运作，忠实、

勤勉地履行义务，为公司的发展建言献策，为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持。 

  （四）公司规范化治理情况  

2020年度，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监局等监管部门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规范治理架构，以严格有效

的内部控制和风险控制体系，诚信经营，透明管理，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

范公司运作，切实保障全体股东与公司利益最大化。 

（五）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的规定和要求，在 2020 年度工作中诚实、勤勉、独立地履行职责，

积极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对公司重大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及各专业委员会的作用。 

一方面，公司独立董事严格审核公司提交董事会的相关事项，维护公司和股

东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维护了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积极关注和参与研究公司的发展，

为公司的审计及内控建设、薪酬激励、提名任命、战略规划等工作提出了建设性

的意见和建议。 

三、2021 年董事会工作计划 

2021年，董事会将继续发挥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

划要求，结合公司经营现状，着重从以下几方面扎实做好工作： 

1、落实公司治理体系，持续强化内部控制  

随着公司 2021 年 2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对公司业务管理和规范

运作的要求也日渐提高。公司将继续加强在财务管理、内部审计、风险管理等多

方面的管控，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公司以往的实践经验，强化公司治理，

切实落实公司内控制度，建立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市场反应机制和风险防范机

制，不断推动企业管理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为公司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坚实有

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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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信息披露质量，注重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继续规范信息披露 

工作，提升信息披露工作的整体质量，确保信息披露的及时性、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在资本市场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公司将以广 

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通过 e互动平台、投资者咨询热线、公司邮箱等 

多方途径，加深投资者对企业的了解和信任，进一步促进双方良好、和谐、稳定 

的关系。 

3、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企业发展  

打造优秀企业文化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环节，公司在不断提高硬实 

力的同时，加强软实力的打造。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创 

新力、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发展。 

2021 年度，公司将以成功上市为契机，继续秉承“世界处处清水流”的企业理

念，依靠全体员工共同努力，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最大限度地实现

客户、员工与股东的共赢，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有贡献的优秀上市环保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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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水”或“公司”）

2020年度的各项工作已经结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结合公司监

事会 2020 年实际运行情况，公司监事会编制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内

容详见附件）。 

以上为“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该议案已经 2021

年 4月 2日召开的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 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附件：《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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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0 年度，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监

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监督职责，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报告期

内，监事会对公司财务情况、重大事项决策程序、依法运作情况和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履行职务情况等进行了监督和检查，积极维护全体股东的权益。现将 2020

年度的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监事会工作情况 

1、监事会全体监事列席了 2020年历次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对会议的召开及

表决程序的合法性进行了监督，对所议重大决策事项发表意见。  

2、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共召开了三次会议，会议情况如下：  

（一） 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2020 年 2 月 28 日，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在上海市市杨浦区翔殷路 256

号星云大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关于批准报出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公司 2019 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关于公

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的预案》、《关于聘请公司 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二）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2020 年 5 月 21 日，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在上海市市杨浦区翔殷路 256

号星云大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

议案》。 

（三）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2020 年 8月 20 日，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在上海市市杨浦区翔殷路 256

号星云大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年度至 2020年 6月审计报

告及财务报表报出的议案》、《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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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关注事项情况 

1、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各项规定，勤勉尽责，积极参加股东大会，列席董事会会议，对 2020 年公

司财务等重大事项以及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行为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积

极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监事会认为，公司决策程序遵守了《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内控制度体系有效。

公司三会运作规范、决策合理、程序合法，董事会认真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

忠实履行诚信义务；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敬业，不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2、检查公司财务状况  

2020 年，监事会认真履行对公司定期报告、财务报表和财务状况的审查监

督，认为公司财务会计严格执行《会计法》和《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未

发现有违规违纪问题，有效地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公司 2020 年的

财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

保留意见的 2020年度审计报告客观、真实。 

3、检查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对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检查后认为，关联交易遵循了

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原则，决策程序符合当时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4、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意见  

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并得到有效执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及公司实际需要，对公司经营管理起到了较好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作用；

同时，公司不断完善和改进内部控制制度，以保证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三、2021 年度工作计划 

公司监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国家有关法规政策

赋予的监督职责开展日常工作,加强对决议执行有效性的检查监督，对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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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事前审查、事中审核、事后监督，进一步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  

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2021 年监事会 

将继续不断加强学习，积极通过参加监管部门和有关单位举办的培训活动，及时

了解最新的法律法规、政策等，持续提高监事的履职的水平，更好地发挥监事会

的监督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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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已于

2021 年 4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敬请查阅。 

以上为“关于《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已经 2021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十八次董事会

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并表决。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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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综合考虑公司经营现状及未来发展，2020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留存利

润全部用于公司经营发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 2020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说明公告》。 

本议案已经 2021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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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及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水”或“公司”）《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内容详见附件）和《2021 年财务预算报告》（内容详见

附件）已经 2021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附件：《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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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0 年度，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总经理带领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共同努

力，克服了疫情影响，较好地完成了公司的经营目标和计划。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容诚审字[2021]200Z024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编制了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具体如下： 

 

一、2020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增幅 

营业收入 559,929,824.68 532,365,068.73 5.18% 

利润总额 188,122,430.84 171,911,462.13 9.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61,597,989.13 147,902,338.48 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 22,498,067.03 29,861,920.14 -24.66% 

总资产 1,269,819,984.68 1,057,964,795.08 20.0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968,912,566.85 817,496,099.69 18.52% 

股本（股） 58,571,429 58,571,429 0% 

 

二、2020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一）资产情况分析 

1、公司主要资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增幅 

货币资金 262,081,337.59 257,281,714.87 1.87% 

应收票据 3,500,000.00 3,010,000 16.28% 

应收账款 478,616,002.95 322,294,788.01 48.50% 

预付款项 1,217,410.68 958,241.03 27.05% 

其他应收款 6,392,999.56 8,465,326.25 -24.48% 

存货 7,585,384.20 242,627,991.05 -96.87% 

合同资产 268,472,654.05 0 不适用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7,279,868.00 11,704,048.13 47.64% 

长期应收款 33,568,568.35 37,271,729.85 -9.94% 

固定资产 12,795,796.20 12,447,883.14 2.79% 

无形资产 592,498.96 208,540.06 184.12% 

长期待摊费用 9,531,407.11 4,138,827.29 130.29%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670,885.05 10,355,916.84 60.98% 

2、上述资产构成变动具体原因如下： 

（1）货币资金比上年增加479.96万元，增幅1.87%，基本与2019年持平,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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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本年度固定资产的购置支出减少，一方面是由于本年度支付2019年股东分

红款所致； 

（2）应收票据比上年增加49万元，增幅16.28%，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客户以银

行汇票方式支付款项比2019年有所增加； 

（3）应收账款较上期末增加15632.12万元，增幅48.50%，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

收入规模有所增加，2020年度验收项目较多，将已验收项目的工程款由合同资产

转入应收账款所致； 

（4）预付款项比2019年度增加25.92万元，增幅27.05%，主要是由于引进新供应

商所致； 

（5）其他应收款项比2019年减少207.23万元，增幅-24.48%，主要是由于公司在

本报告期内加大力度清理投标保证金及履约保证金及备用金，使其他应收款余额

有所下降； 

（6）存货较上期末减少23504.27万元，增幅-96.87%，主要是2020年度按新收入

准则重分类所致； 

（7）合同资产较上期末增加26847.27万元，主要是2020年度按新收入准则重分

类所致； 

（8）一年以内到期非流动资产较上期末增加557.59万元，增幅47.64%，是长期

应收款每年到期部分所致； 

（9）长期应收款较上期末减少370.31万元，增幅-9.94%，由于本报告期内每年

到期部分转入一年以内到期非流动资产所致； 

（10）固定资产较上期末增加34.79万元，增幅2.79%，主要是由于购置相关的固

定资产所致； 

（11）无形资产较上期末增加 38.40万元，增幅 184.12%，主要是由于购置软件

所致； 

（12）长期待摊费用期末增加 539.26万元，增幅 130.29%，主要是由于 2020年

度水生态租入种植基地改良支出金额较大所致； 

（13）递延所得税比上年增加631.5万元，增幅60.98%，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计

提的坏账准备、预计负债等形成的所得税时间性差异所致； 

 

（二）负债情况以及偿债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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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负债构成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增幅 

短期借款 3,500,000.00 2,800,000.00 25.00% 

应付票据 3,154,332.89 11,106,645.15 -71.60% 

应付账款 148,580,232.4 103,271,425.02 43.87% 

预收款项 0 533,738.54 -100.00% 

合同负债 928,114.54 0 不适用 

应付职工薪酬 19,240,459.89 19,328,849.21 -0.46% 

应交税费 69,427,849.74 54,174,519.94 28.16% 

其他应付款 5,407,420.50 5,005,485.3 8.03% 

其他流动负债 31,860,213.39 26,416,537.1 20.61% 

预计负债 18,808,794.47 17,831,495.13 2.79% 

2、上述负债构成具体变动原因如下： 

（1）短期借款期末余额350万元，同比去年增加25%，是由于客户支付工程款使

用的银行承兑汇票，由于未到承兑期公司贴现，因此列示在短期借款科目； 

（2）应付票据期末余额315.43万元，同比去年减少71.6%，是公司减少使用票据

方式与供应商结算所致； 

（3）应付账款比上年增加4530.88万元，增幅43.87%，主要原因是2020年度采购

规模扩大，应付劳务及分包款增长较多所致； 

（4）预收款项比上年减少53.37万元，主要是本报告期新收入准则重分类所致； 

（5）合同负债比上年增加92.81万元，主要是本报告期新收入准则将合同预收工

程款自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与上年基本持平； 

（6）应交税费比上年增加1525.33万元，增幅28.16%，主要是由于2020年度待转

销项税转入销项税较多所致； 

（7）其他应付款比上年增加40.19万元，同比增幅8.03%，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

末报销挂账所致； 

（8）其他流动负债比上年增加544.37万元，同比增幅20.61%，由于待转销项税

增加所致； 

（9）预计负债比上年增加97.73万元，同比增幅2.79%，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销

售规模增加，计提基数增加所致。 

3、偿债能力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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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化幅度 

资产负债率 23.70% 22.73% 0.97% 

流动比率 3.72 3.82 -0.10 

速动比率 2.67 2.66 0.01 

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良好，负债水平很低，市场竞争能力日益提高，市场份额

逐年上升，拥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公司 2020 年年末暂无外部借款，具有良好的

偿债能力。 

 

（三）经营状况分析 

（1）营业收入按产品所属行业分类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动幅度 

市政景观水 491,076,559.77 285,205,382.97 72.19% 

河道 48,100,986.17 233,694,111.61 -79.41% 

养护 20,752,278.74 13,465,574.15 54.12% 

由于 2020 年度前五大项目类型都为市政景观水，导致市政景观水收入增加，相

应河道收入减少。 

（四）盈利能力分析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动幅度 

销售毛利率 58.87% 57.66% 1.21% 

销售利润率 33.60% 32.29% 1.31% 

净资产收益率 18.09% 19.26% -1.17% 

总资产报酬率 13.72% 15.02% -1.30% 

每股收益（元） 2.76 2.53 9.09% 

盈利能力数据变化的主要原因为： 

2020年度销售毛利率及销售利润率略有增长，净资产收益率略有下降，但总

体与去年持平； 

 

（五）费用及营业外收支情况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动幅度 

销售费用 36,011,228.61 36,263,720.15 -0.70% 

管理费用 54,668,190.49 62,648,959.93 -12.74% 

财务费用 -3,639,861.10 -4,917,006.09 -25.97% 

营业外收入 4,780,535.03 6,168,587.72 -22.50% 

营业外支出 51,800.96 4,533,367.51 -98.86% 

具体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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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销售费用基本与上年度持平、管理费用降低是主要是由于疫情影

响，管理人员的职工薪酬、差旅费、办公费有所下降所致。 

财务费用增加是由于公司降低了闲置资金利息收入降低所致。 

营业外收入是政府补贴项目相比2019年有所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是由于对外捐赠减少所致。 

 

（六）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498,067.03 29,861,920.14 -24.66%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502,707.70 -152,053,141.05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00,000.00 -47,127,759.21  

具体如下： 

（1）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比上年减幅为24.66%，是由于在公司成本构成中，付

现成本占的比重和增加额比较大； 

（2）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报告期购买办公大楼支付的

现金低于上期报告期； 

（3）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增加是由于2019年度分配股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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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一、 预算编制的说明： 

本预算报告是公司本着求实稳健的原则，结合市场和业务拓展计划，在充分

考虑公司现实业务各项基础、经营能力，在市场和国家政策无重大变化的假设前

提下，本预算未考虑资产并购等资本运作项目，依据 2021年预计的合同收入和

公司发展计划以及公司的经营目标编制的。 

二、2021 年公司经营目标： 

预计收入规模比 2020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三、 利润预算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幅 

营业收入 65,000 55,992.98 16.09% 

利润总额 23,570 18,812.24 25.29% 

净利润 20,034.5 16,159.80 23.98%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0,034.5 16,159.80 23.98% 

以上财务预算方案待股东大会通过后，具体分解落实到各分、子公司、集团各有

关部门。 

四、特别提示： 

本预算报告不代表公司盈利预测，仅作为公司经营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经

济环境市场需求等诸多因素，具有不确定性。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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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水”或“公司”）2020

年度的各项工作已经结束。在 2020 年度工作中，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公司

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要求，诚实、

勤勉、独立地履行职责，积极出席相关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对公司

重大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及各专业委员会的作用。结合

2020 年实际工作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0 年的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并编制

了《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内容详见附件）。 

以上为“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该报告已经 2021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附件：《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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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作为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

2020年度，我们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诚信、勤勉、忠实履行职责，不受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

与公司存在利益关系的单位与个人的影响，积极出席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对

公司的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提出合理的建议，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切实维

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我们在 2020年度任期内履

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报告如下：  

一、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均拥有专业资质及能力，在从事的专业领域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我们个人工作履历、专业背景及兼职

情况如下： 

独立董事  陈飞翔 

陈飞翔先生，中国国籍（32010619560306****），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6

年出生，博士学历。曾在湖南长沙有色金属加工厂工作，后历任南京大学商学院

教师、华东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同济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现为

上海交通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教授；2019年 2 月选聘为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杨朝军 

杨朝军先生，中国国籍（31010419600809****），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0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曾在广州船厂工作，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兼上海证券交易所兼职高级研究员/博士后导师，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金融投资顾问，上海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金融组、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评价业务专家评估工作组专家。2018 年 4月

选聘为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董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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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舒女士，中国国籍（21050519731030****），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上海纺织集团华丰纺织有限公司财务会计、上海

长信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现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

2018年 4月选聘为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孙忞 

孙忞先生，中国国籍（22052319720901****），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

年出生，博士学历。曾为上海交通大学教师、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务员、申

能（集团）有限公司职员、上海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现任上海国方母

基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2019年 2月选聘为公司独立董事。 

二、 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概况  

    1、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及投票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共召开 7次董事会，本人亲自出席（或通讯表决）7次，没

有委托出席或缺席的情况。对于所出席的各次董事会会议，本着勤勉务实、诚信

负责的态度，就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均事先进行了认真的审核，在阅读会议材

料、客观判断市场形势和公司实际的基础上，本人对审议的各项议案及相关事项

均未提出异议。 

2、参加股东大会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共召开 1次股东大会，为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我们作为

独立董事全部亲自参加会议。  

三、日常工作情况 

2020 年度，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期本人积极参加公司的董事会会议，

对公司经营、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他重大事项情况，进

行了监督和核查，积极有效的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维护了公司和公司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 

同时，对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使公司能够严格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相关规定，真

实、准确、及时、完整的进行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并且积极协助公司推进投资者

关系建设，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保障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切实维护中小

投资者利益。 

四、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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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未对报告期内的公司董事会议案及其他非董事会

议案事项提出异议。  

2021 年度，我们将继续勤勉尽责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结合自身在熟悉行

业的优势，在业务发展策略、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管理体系布局等方面，加强同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沟通与交流，为做大做强公司主业和促进公司

规范运作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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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该议案经 2021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

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公告》已于

2021年4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敬请查阅。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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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该议案经 2021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

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已于2021年4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敬

请查阅。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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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九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该议案经2021年4月2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已于2021年4月6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敬请查阅。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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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  

关于 2021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该议案经2021年4月2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关于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的公告》已于2021年4

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敬请查阅。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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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一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依据公司所处的行业、规模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现制定

公司 2021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如下： 

1、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的薪酬为每年 164000元（含税）。 

2、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的薪酬，按其所任岗位领取薪酬，不再另行领

取董事津贴。不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3、在公司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由固定薪资和绩效薪资两部分组成：其 

中固定薪资按已签订的《劳动合同》执行，按月发放；绩效薪资根据公司利润和

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发放。 

以上为“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该议案已经

2021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太和水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议案十二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依据公司所处的行业、规模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现制定

公司监事 2021年薪酬方案如下： 

1）在公司任职的监事，按其所任岗位领取薪酬，不再另行领取监事津贴。 

2）不在公司任职的监事不领取薪酬。 

以上为“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该议案已经 2021 年 4 月 2 日

召开的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并表决。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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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三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该议案经2021年4月2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

提请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公告》已

于2021年4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敬请查阅。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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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四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该议案经2021年4月2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已于2021年4

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敬请查阅。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太和水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议案十五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 

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该议案经2021年4月2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

提请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已于2021年4月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敬请查阅。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太和水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议案十六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 

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该议案经2021年4月2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

提请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已于2021年4月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敬请查阅。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太和水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议案十七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 

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该议案经2021年4月2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

请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已于2021年4月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敬请查阅。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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