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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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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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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元） 4,470,805,542.40 4,411,799,488.74 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元） 
3,280,314,104.99 3,263,856,813.06 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10.14 10.09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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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497,585.03 -63.5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56 25.33%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元） 167,737,370.16 38,829,728.39 33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716,491.93 6,270,791.81 54.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0% 0.21% 增加了 0.09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28% 0.21% 增加了 0.07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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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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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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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影响额 -120,93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81,906.00  

合计 603,36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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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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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农银汇理行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5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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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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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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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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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7,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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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光大银行－国投瑞银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69,33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20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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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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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 37,035,743.75  1,780,000.00 198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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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帐款 51,015,729.39  15,110,005.38 237.63 

存货 249,466,366.92  106,305,766.84 134.67 

长期应收款 877,612,605.40      452,193,952.37 94.08 

在建工程 55,262,910.67  37,887,313.90 45.86 

应交税费 38,985,615.98  57,507,776.09 -32.21 

预收帐款 23,140,641.32 11,108,988.09 108.31 

其他应付款 4,431,874.93 8,917,641.60 -50.30 

（1）应收票据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增加了 1980.66%，主要为上年度期末公司收到的应收票据较少而本报告期内收到的

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2）预付帐款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增加了 237.63%，主要为报告期增加了支付工程项目分包与采购款所致。 

（3）存货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增加了 134.67%，主要为报告期子公司北京碧水源膜科技有限公司为满足今年工程项目膜

产品的需求而增加了原材料及产成品库存，以及本报告期工程项目增加了部分未结算所致。 

（4）长期应收款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增加了 94.08%，主要是报告期已有和新增加的 BT 项目投资所致。 

（5）在建工程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增加了 45.86%，主要为报告期公司募投项目分期建设及公司技术中心建设所致。 

（6）应交税费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了 32.21%，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上缴了部分 2011 年企业所得税所致。 

（7）预收账款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增加了 108.31%，主要为报告期增加了部分工程项目的预收款所致。 

（8）其他应付款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数减少了 50.30%，主要为报告期内部分投标保证金退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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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737,370.16 38,829,728.39 331.98  

营业成本  112,458,329.27 18,975,743.22 492.64  

营业税金及附加  2,577,038.65 605,040.66 325.93  

营业费用                            3,149,931.32 2,374,078.76 32.68  

管理费用                            29,025,795.46 12,175,494.47 138.40  

财务费用                            -1,496,806.57 -2,878,475.91 48.00  

投资收益  3,079,388.51 -436,742.86 805.08  

营业外收入                          806,200.01 458.00 175926.20  

所得税费用  11,615,944.65 1,431,525.14 711.44  

（1）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331.98%，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承建的项目收入较上年同期

大幅增加，特别是新并表的久安公司为公司增加了 9636 万元的收入所致。 

（2）报告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492.64%，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承建的项目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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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该公司业务主要从事给排水工

程建设业务，其毛利率相对较低，因而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成本的增长高于营业收入的增长。 

（3）报告期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325.93%，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项目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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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业务回顾和展望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公司按照董事会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坚持“诚信为基、创新为力、追求完美、成就卓越”的立业方针，秉承“传承社

会责任、演绎生态文明”的企业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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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抓住国家多地区对高品质再生水有刚性需求以及公

司上市后的难得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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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服务水平，进一步增强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尽管公司业绩通常存

在明显季节性特征，但公司仍实现了经营业绩的持续快速稳步增长。 

2、2012 年一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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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呈现增长态

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773.74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31.98%；营业利润为 2,510.25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51.52%；利润总额为 2,590.87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63.11%；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971.65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4.95%。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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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环境好、市场需求大、资金与品牌优势、领先的技术与产品创新

能力强等良好条件，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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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报告期营业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32.68%，主要为公司经营规模扩大而增加了营业费用。 

（5）报告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138.40%，主要原因：一是公司摊销了职工期权费用 674 万元；二是报告期内公司

经营规模扩大而纳入并表的子公司增多，以及人员工资与办公支出费用显著增加所致。 

（6）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48%,主要原因为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7）报告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805.08%,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新增加了 BT 投资业务而使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8）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175926.20%，主要原因为公司去年该部分基数较小，而本报告期内政府补贴收

入增加了 80.62 万元所致。 

（9）报告期所得税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711.44%，原因为报告期公司特别是子公司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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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497,585.03 -109,731,324.78 -63.5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88,355,161.29 -64,760,436.85 -6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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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8%，主要原因为本期项目成本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多、

公司收到承兑汇票大幅增加，以及项目收款因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而进度有所放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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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了 6977 万元。另外，公司的现金流具有较强的季节性特征，一般上半年的收款较少而下半年的

收款较多。 

（2）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654.09%，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增加了对外 BT 项

目投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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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与业务规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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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司保持持续的快速

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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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文剑平先生、刘

振国先生、何愿

平先生、陈亦力

先生、梁辉先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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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报告期内，严格履行了承诺。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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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427.80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3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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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8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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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中心 

否 
29,554.

00 
29,554.00 0.00 

11,741.

56 
39.73% 

2010 年 06 月

30 日 
349.99 是 否 

超/微滤膜系列产品生

产线 
否 

27,059.
00 

27,059.00 475.41 
17,391.

36 
64.27% 

2010 年 06 月

30 日 
524.99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56,613.

00 
56,613.00 475.41 

29,132.
92 

- - 874.98 - - 

超募资金投向  

对外投资成立云南水

务产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否 
60,000.

00 
60,000.00 0.00 

60,000.

00 
100.00% 

2011 年 06 月

21 日 
19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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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152.0

0 
20.00% 

2011 年 09 月

08 日 
-18.91 是 否 

对外投资成立无锡碧

水源丽阳膜科技有限
否 

2,215.2

0 
2,215.20 0.00 

2,215.2

0 
100.00% 

2011 年 10 月

18 日 
-55.82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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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对外投资成立内蒙古

东源水务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否 
4,900.0

0 
4,900.00 0.00 

2,450.0

0 
50.00% 

2011 年 12 月

09 日 
-23.10 是 否 

对外投资成立武钢碧

水源环保科技有限有

限公司 

否 
14,700.

00 
14,700.00 5,880.00 

5,880.0

0 
40.00% 

2012 年 01 月

13 日 
-30.37 是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2,000.0

0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15,000.00 
50,000.

00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87,575.

20 
87,575.20 20,880.00 

123,69

7.20 
- - 69.31 - - 

合计 - 
144,18

8.20 
144,188.20 21,355.41 

152,83

0.12 
- - 944.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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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427.80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金额为 187,8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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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水务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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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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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1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

成立合资公司“内蒙古东源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 4,900 万元超募资金，与内蒙

古东源宇龙王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内蒙古东源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

成立合资公司“武汉武钢碧水源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 14,700 万元超募资金，

与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武汉武钢碧水源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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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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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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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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深交所相关备忘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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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文剑平 

二Ο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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