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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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zhou Water Group Co., Ltd.*
台州市水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42）

展示文件
2020年度企業年度報告

本公告乃台州市水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9A.50條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 (http://www.gsxt.gov.cn)上刊登之
《台州市水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報告》（「2020年度企業年度報告書」），
2020年度企業年度報告書是根據企業信息公示相關要求進行的申報及公示，
僅供參考，詳情請見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

承董事會命
台州市水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楊俊

中國台州
2021年11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俊先生及章君周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海平先
生、王海波先生、方亞女士、余陽斌先生、黃玉燕女士、楊義德先生、郭定文
先生及林楊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純先生、侯美文女士、李偉忠先生、
林素燕女士及王永躍先生。

* 僅供識別



台州市水务集团

· 类型 : 网站

企业年报信息由该企业提供，企业对其年报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基本信息

 91331000717610658L   台州市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西城街道引泉路308号   318020

 0576-84111030   用户填无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正常开业   企业选择不公示

 是   是

 否   否

 供水，污水处理，供水设备的生产、销售，农林项目的投资，旅游开发，水利水电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市政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的投资、建

设和经营管理，管道、机电设备的销售、安装，建筑材料的销售。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出资时间 认缴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出资时间 实缴出资方式

1 渠丰控股有限公司 1005.8338 1999年6月30日 货币 1005.8338 1999年6月30日 货币

2
台州市椒江区基础

设施投资公司
2222.2893 1999年6月30日 货币 2222.2893 1999年6月30日 货币

3
台州市城市建设投
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4325.0855 1999年6月30日 货币 4325.0855 1999年6月30日 货币

4 H股股东 5000 2019年12月31日 货币 5000 2020年1月6日 货币

5
台州市路桥公共资
产投资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
1761.3358 1999年6月30日 货币 1761.3358 1999年6月30日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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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南部湾区水务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31021MA2AM7HU2Y

台州市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31000MA2AP551X7

台州市朱溪水库开发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331024000049006

温岭市泽国自来水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331081100008219

台州市滨海水务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331001MA28GG6K08

台州城市水务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331004754921607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不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主债权种类 主债权数额 履行债务的期限 保证的期间 保证的方式

暂无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

股权变更信息

序号 股东 变更前股权比例 变更后股权比例 股权变更日期

暂无股权变更信息

社保信息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81人 失业保险 81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81人 工伤保险 81人

生育保险 81人

单位缴费基数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失业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工伤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生育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累计欠缴金额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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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修改信息

序号 修改事项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日期

暂无修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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