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300070                            证券简称：碧水源                            公告编号：2011-067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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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文剑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愿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淑琴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314,278,059.36 3,171,913,248.60 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2,990,128,577.28 2,934,951,124.90 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9.25 19.97 -53.68%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0,719,741.24 -190.5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50 -31.58% 

 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元） 168,309,153.49 237.35% 368,083,629.66 6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683,803.58 35.75% 80,699,639.88 28.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40.00% 0.25 -47.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40.00% 0.25 -47.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0.16% 2.73% -0.9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1% 0.47% 3.24% -0.4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98.1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48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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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578,443.3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5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8,577,812.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37.39  

所得税影响额 2,635,475.09  

合计 -14,934,254.81 -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439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上海鑫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201,97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5,441,47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4,164,409 人民币普通股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3,777,35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信先行策略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3,405,00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3,399,07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3,294,28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662,48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2,219,348 人民币普通股 

2.3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股

数 

本期增加限售股

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文剑平 82,280,000 0 0 82,280,000 首发承诺 2013-04-21 

刘振国 61,710,000 0 0 61,710,000 首发承诺 2013-04-21 

何愿平 18,513,000 0 0 18,513,000 首发承诺 2012-04-21 

陈亦力 18,513,000 0 0 18,513,000 首发承诺 2012-04-21 

梁辉 18,513,000 0 0 18,513,000 首发承诺 2012-04-21 

周念云 4,840,000 0 0 4,840,000 首发承诺 2012-04-21 

合计 204,369,000 0 0 204,369,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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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权益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报告期期末 上年度期末 报告期比上年年末增减(%) 

货币资金  1,698,786,620.08  2,632,060,189.23 -35.46% 

应收票据  13,050,000.00  2,990,000.00 336.45% 

应收帐款  298,392,394.41  106,406,726.85 180.43% 

其他应收款  14,626,377.42      4,628,900.53  215.98% 

预付帐款  29,213,680.03  17,185,543.49 69.99% 

应收利息  1,348,333.33      7,977,000.00  -83.10% 

存货  154,206,519.74  41,382,498.36 272.64% 

长期股权投资  721,426,317.03  30,575,260.47 2259.51% 

开发支出  18,645,254.00  9,487,007.97 96.53% 

递延所得税资产  2,983,743.92  1,426,335.24 109.19% 

预收帐款  5,606,943.72  13,244,167.65 -57.66% 

应付职工薪酬  1,076,921.83  2,329,301.76 -53.77% 

应交税费  1,455,201.13  35,158,754.05 -95.86% 

其他应付款  16,268,911.34  3,753,129.09 333.48% 

其他流动负债  3,886,500.00  2,356,500.00 64.93% 

股本  323,400,000.00  147,000,000.00 120.00% 

（1）货币资金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减少了 35.46%，主要原因为 2011 年公司利用超募资金为扩大市场和提高产能，增

加了对外投资所致；同时今年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主营收入收到的现金减少而业务规模扩大后的成本支出增加； 

（2）应收票据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增加了 336.45%，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江苏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收到承兑

汇票增加所致； 

（3）应收账款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增加了 180.43%，主要原因为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主要客户(地方政府)的财政支

付能力受到较大影响，上期应收账款在报告期内尚未收回，而报告期确认收入又形成了新的应收账款；  

（4）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增加了 215.98%，主要原因为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5）预付帐款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增加了 69.99%，主要原因为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大，公司预付的材料、工程款增加

所致； 

（6）应收利息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减少了 83.10%，主要原因为报告期收到前期计提的存款利息所致； 

（7）存货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增加了 272.64%，主要原因为公司业务规模扩大、产业链延伸以及膜厂全面投产，相应

的生产原材料储备以及未结算工程增加所致； 

（8）长期股权投资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增加了2259.51%，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增加了三项非控股投资。一是公司与昆明

滇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昆明滇投碧水源水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公司以货币出资2,940万元（自有资金，截止

报告期已经支付货币资金1,500万元），占新公司49%的股权；二是公司与云南省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设立云南水务产

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其中公司以货币出资60,000万元（超募资金，截止报告期已经支付货币资金60,000万元），占新

公司49%的股权；三是公司在南京，与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南京城建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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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其中公司出资7500万元，占新公司50%的股权； 

（9）开发支出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了 916 万元，主要原因为公司为增强核心竞争力，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10）递延所得税资产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了 109.19%，主要原因为应收账款增加，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11）预收账款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减少 57.66%，主要原因为上年度预收在报告期已确认收入，而报告期末受国家宏

观调控影响，预收较少所致； 

（12）应付职工薪酬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减少 53.77%，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发放上一年度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减少所

致； 

（13）应交税费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减少了 95.86%，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上缴了上年度计提的增值税 1,088.61 万元

和企业所得税 1,967.58 万元所致； 

（14）其他应付款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增加了 333.48%，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收购的北京久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15%的股权，收购价格为 5,040.075 万元，截止报告日尚有 1040.075 万元尚未支付； 

（15）其他流动负债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增加了 64.9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收到 863 课题项目的专项资金 153 万元所

致； 

（16）股本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增加增加了 120.00%，主要原因为公司 2011年 5月 10日，董事会就 2010 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做出了实施公告并执行，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47,0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2 股； 

 

2、主要成本、费用构成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幅度

（%) 

营业收入  368,083,629.66 221,513,458.61 66.17% 

营业成本  230,456,236.76 115,059,661.84 100.29% 

营业费用                            9,972,715.05 3,154,257.58 216.17% 

管理费用                            62,920,892.25 20,683,066.14 204.21% 

财务费用                            -40,727,625.59 -2,116,439.05 -1824.35% 

资产减值损失  6,260,432.69 4,628,235.02 35.27% 

投资收益  851,056.56 -1,333,497.23 163.82% 

营业外收入                          1,069,861.40 5,900.00 18033.24% 

营业外支出                          61,816.19 198,468.02 -68.85% 

（1）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66.17%，主要原因为本期公司项目施工完成量较上年同期增加，特别是收购的

久安公司增加了收入，以至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2）报告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00.29%，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承建的工程项目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工程

成本相应增加；另外，营业成本的增长高于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合并了久安公司的收入，该公司业务主要是

市政工程建设，毛利率相对较低，造成营业成本的增长高于营业收入的增长； 

（3）报告期营业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216.17%，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纳入并表的子公司增多，由去年同期的 3 个并表

子公司增加为 9 个并表子公司，以及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增加了营业费用所致； 

（4）报告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204.21%，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公司摊销了职工期权费用 1857.78 万元，另一方面

是报告期内纳入并表的子公司增多，以及公司规模扩大，人员与办公支出显著增加所致； 

（5）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1824.35%,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6）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35.27%，主要原因为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坏账准备相应增加所致； 

（7）报告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163.82%，主要为按权益法核算的对外投资设立的公司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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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18033.24%，主要为报告期内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资金 1300 万元分期结转

递延收益和公司对北京久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该公司净资产产生的收益所致；                         

（9）报告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68.85%，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公司对玉树灾区捐款约 19.75 万元所致；                         

 

3、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幅度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719,741.24 -55,315,794.17 -190.5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5,284,469.57 -139,732,587.63 -440.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20,000.00 2,440,255,415.00 -100.71% 

（1）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90.55%，主要原因为本期项目成本支出较去年同期大幅

增多，而项目收款因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而进度有所放缓所致，因此而导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

期大幅下降； 

（2）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440.52%，主要为本报告期对外增加投资所致； 

（3）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71%，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公司发行上市，募集资金

245,140.00 万元入账所致； 
 

3.2 业务回顾和展望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董事会年初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先导，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节能

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政策和加快水污染控制与治理、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良好机遇，运用募集资金和技术创新两个优势，

继续专注于主营业务发展，深化和巩固在膜技术领域的行业领先地位，积极拓展市场，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扩大产能和服务

规模，提升现有产品的品质，进一步增强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并取得了较好经营成果。 

2011 年三季度，公司主营业务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经营业绩稳健增长，各项主要经营指标较去年同期仍呈现增长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830.92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7.35%；营业利润为 2,431.94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1.82%；

利润总额为 2,447.65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2.87%；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2,068.38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5.75%。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在巩固北京及云南、无锡等已有地区市场的同时，部分外埠市场开拓工作也取得进展。

公司与三菱丽阳株式会社合作设立无锡碧水源丽阳膜科技有限公司，扩大了公司产能，丰富了产品的品牌与品种系列，为持

续推进技术、产品、服务的国际化，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市场份额创造了有利条件。公司投资设立北京碧水源固体废物处理

科技有限公司，进入固体废物处理领域，开展包括污泥处理处置、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等方面业务。新业务的拓展将继

续丰富公司产业链并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的生产，特别是膜材料生产已步入稳定期，正在按照已有计划推进，

以适应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公司的研发正按计划进行，部分研发成果正在分步分批投入实际应用，为公司的发展做出贡献；

公司的募投项目正在稳步实施，且进展良好，并在逐渐发挥效益；另外公司的管理、品牌、人力资源、分公司管理等也得到

了稳步提升，将为公司的进一步快速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2、未来发展展望 

公司将紧紧抓住国家十二五规划实施开局之年的良好机遇，紧紧围绕水环境治理与膜技术创新的业务主线，在巩固原有

业务、地域、技术与产品等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政策环境、市场需求大、资金与品牌优势、领先的技术与产品创新

能力等良好条件，加强技术与模式创新，快速扩张，使公司在未来始终处于快速而稳步的发展通道。未来，公司将在业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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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与业务规模、产业链、技术创新能力、产能、业务区域及盈利能力等方面继续增强与扩大，使公司保持稳步而快速发展。

同时，我们应采取有效措施，冷静面对目前宏观调控的严峻形式，确保把外围的急剧变化对公司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 

§4 重要事项 

4.1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 公司股票上市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文剑平先生、股东刘振国先生承诺：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股东何愿平先生、陈亦力先生、梁辉先生、周念云女士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持有的股份。 

除前述股份锁定承诺外，作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文剑平先生、刘振国先生、何愿平先生、陈

亦力先生、周念云女士同时承诺： 

1、本人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2、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

的股份数量占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3、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其

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报告期内，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股东均遵守了所做的承诺。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与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文剑平先生、股东刘振国先生、何愿平先生、陈亦

力先生和梁辉先生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以上股东信守承诺，未发生与公司同业竞争的行为。 

4.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44,550.19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169.4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6,309.1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季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季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膜组器扩大生产及其

研发、技术服务与运营
否 

29,554.

00 
29,554.00 19.50 

11,741.

56 
39.73% 

2010 年 06 月

30 日 
640.20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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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心 

超/微滤膜系列产品生

产线 
否 

27,059.

00 
27,059.00 997.94 

16,415.

57 
60.67% 

2010 年 06 月

30 日 
426.80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56,613.

00 
56,613.00 1,017.44 

28,157.

13 
- - 1,067.00 - - 

超募资金投向  

对外投资成立云南省

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否 
60,000.

00 
60,000.00 0.00 

60,000.

00 
100.00% 

2011 年 06 月

21 日 
-99.87 是 否 

对外投资成立湖南碧

水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否 
5,760.0

0 
5,760.00 1,152.00 

1,152.0

0 
20.00% 

2012 年 06 月

30 日 
0.00 是 否 

投资成立无锡碧水源

丽阳膜科技有限公司 
否 

2,215.2

0 
2,215.20 0.00 0.00 0.00% 

2011 年 12 月

31 日 
0.00 是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2,000.0

0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30,000.00 
65,000.

00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67,975.

20 
67,975.20 31,152.00 

128,15

2.00 
- - -99.87 - - 

合计 - 
124,58

8.20 
124,588.20 32,169.44 

156,30

9.13 
- - 967.13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适用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4,550.19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金额为 187,937.19 万元。 

    2010 年 5 月 16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该募集资金 2,000 万元偿

还银行贷款。 

    2010 年 11 月 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6,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

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1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35,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16,000 万元为公司

前次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资金，本次会议决定将该 16,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变更为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1 年 5 月 1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成

立合资公司“云南水务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60,000 万元与云南省水

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资设立云南水务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成

立合资公司“湖南碧水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5,760 万元与益阳城市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湖南碧水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成立

合资公司“无锡碧水源丽阳膜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2,215.20 万元与控股公司江

苏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共同投资设立无锡碧水源丽阳膜科技有限公

司。 

    2011 年 9 月 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4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

批准之日起 6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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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适用 

经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膜组器扩大生产及其研发、技

术服务与运营支持中心”原计划拟在公司总部通过自行购买设备进行建设的方式进行，现改为通过购

买北京市门头沟再生水厂同样设备 25 年的使用经营权的方式来实现。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适用 

经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膜组器扩大生产及其研发、技

术服务与运营支持中心”原计划拟在公司总部通过自行购买设备进行建设的方式进行，现改为通过购

买北京市门头沟再生水厂同样设备 25 年的使用经营权的方式来实现。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经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

资金 14,416.43 万元，该事项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大信专审字【2010】第

1-1201 号《关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审核报

告》，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和以定期存单的形式进行存放和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合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4.3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随着国家对节能减排的重视，公司对外业务的拓展，以及膜技术应用的推广，推动了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预计年初至

下一报告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将较上年同期增长 50%-100%。 

4.5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6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7 按深交所相关指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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