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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2                               证券简称：巴安水务                        公告编号：2016-036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巴安水务 股票代码 3002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陆天怡 吴明朗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章练塘路 666 号 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章练塘路 666 号 

传真 021-62564865 021-62564865 

电话 021-32020653 021-32020653 

电子信箱 lutianyi@safbon.com wuminglang@safbon.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市政工程、海绵城市建设、水处理设备集成系统销售、天然气高压站及分布式能源、技术服务，主要从事为大型工业项

目和供水、污水处理、海绵城市建设等市政项目提供持续创新的智能化、全方位水处理技术经济解决方案。按照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分类标准，公司属于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行业中的水污染治理行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7721，以下简称“环

保水处理行业”）。 

（二）经营思路及经营模式 

公司以“在发展中聚集，在守成中创新”的发展原则，贯彻实施“多技术路线、多产品类型、多行业应用”的经营模式，全

面发展四大板块，保持核心技术人员稳定，进一步增强技术研发设计能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公司通过发展

EPC、BT、BOT模式，可以实现业务模式多样化，为公司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收入。 

（三）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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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业务模式主要分为设计及设备系统集成模式（EP）、工程承包模式（EPC、BT、BOT），具体情况如下： 

1、设计及设备系统集成模式 

设计及设备系统集成是指以用户的应用需要和投入资金的规模为出发点，综合应用各种相关技术，适当选择各种软硬件

设备，经过相关人员的集成设计、安装调试、应用开发等大量技术性工作和相应的管理性工作，使集成后的系统能够满足用

户对实际工作要求，具有良好的性能的全过程，其中包括工程设计、技术服务、设备集成、技术服务等业务环节。各业务主

要环节的运作情况如下： 

（1）工程设计：主要为客户的项目提供施工设计图纸，包括总系统图、工艺、电气、电控、安全等各专业的施工图设

计，是建设项目施工、设备安装的指导文件和技术依据。 

（2）设备集成：为客户提供水处理系统集成，包括控制系统、电气系统、水处理系统集成。为提高设备集成的综合性

能及可靠性并使其适应客户水处理运行的特点，由公司研究设计水处理设备核心部件，采用定制方式向设备制造商进行采购，

在设备制造商的生产过程中公司派质监室人员进行监造。 

水处理的核心部件主要是设备主体部件，包括高速混床、粉末树脂覆盖过滤器、阴阳再生塔等。核心部件的工艺技术决

定了水处理系统的效率。 

公司根据工业生产过程中水质条件、客户的要求及现场标定，设计工艺流程及设备方案包括水处理系统的整体结构形式、

系统布置方式、系统的结构尺寸、系统运行的形式、系统的处理模式、设备的整体运行要求等。设备供应商根据公司的要求

进行结构和强度计算等详细设计，部分核心部件则采用公司提供详尽设计图纸，供应商完成图纸的厂内制造图转化和完成生

产制造工作。 

（3）技术服务：主要为客户提供系统调试运行服务，涵盖水处理系统的全部过程，包括为客户提供工程设计资料、设

备成套咨询、现场安装指导、生产调试、人员培训等服务。 

2、EPC模式 

公司对于电力、石化、煤化工等大型工业的整体配套水处理项目和市政水处理项目，通常采取EPC模式。该模式是指公

司在销售水处理成套设备时，同时承接该系统设备相关的土建安装施工，包括承担水处理系统的规划设计、土建施工、设备

采购、设备安装、系统调试、试运行等工作，并对建设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全面负责，最后将系统整体移交客户

运行。 

项目承包中的土建安装工程，公司都采取分包方式。分包通过公开招（议）标或者邀请招标两种方式实现。按照客户和

国家建设主管部门的要求，公司对分包业务的工程质量、工程费用、工程进度和施工安全等方面实施监督管理。 

3、BT模式 

BT模式是指公司作为总承包商承担项目的融资和建设任务，项目验收合格后移交给业主，并收取项目总投资加上合理

回报的过程。其具体运作模式如下： 

政府根据当地环境保护情况对项目进行立项，完成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筹划报批等前期工作，将项目融资和建设

的特许权转让给公司，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根据项目未来的收益情况为项目提供融资贷款，政府与公司签订BT投资合同，

公司组建BT项目子公司。公司在建设期间行使业主职能，对项目进行融资、建设、并承担建设期间的风险。 

项目竣工后，按BT合同，公司将完工验收合格的项目移交给政府，政府按约定总价（或计量总价加上合理回报）按比

例分期偿还投资方的融资和建设费用。 

4、BOT模式 

BOT模式是指公司与客户签订特许权协议，特许公司承担水处理系统的投资、建设、经营与维护，在协议规定的期限内，

公司向客户定期收取费用，以此来回收系统的投资、融资、建造、经营和维护成本并获取合理回报，特许期结束，公司将水

处理系统整套固定资产无偿移交给客户。 

目前公司采用BOT模式经营的业务规模较小，主要采用设计及设备系统集成、工程承包和BT三种模式开展业务。 

（四）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环保水处理行业主要为原水、供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及水资源回收利用业务，是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保障居民

生产生活的基础性产业。该行业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属于市政公共服务行业，行业发展受政策驱动效应明显。 

随着我国水资源总量呈现减少趋势，废水排放总量呈现增长趋势，水资源问题日益突出。国家近几年相继出台多项产业

政策，加强水资源的保护力度，支持环保水处理行业快速发展。 

 （五）行业周期性 

随着我国水资源紧缺问题日益突出，国家已经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从国家战略的角度不断加大对环

保水处理行业的投资。即便在经济紧缩、下游行业投资下滑时，环保水处理行业的投资预计仍将会保持增长。因此，环保水

处理行业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 

 （六）行业发展情况 

1、市场需求情况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我国水资源总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2014年，我国全

年水资源总量27,266.90亿立方米，同比减少2.47%；人均水资源1,998.64立方米，同比减少2.96%。根据水利部门的预测，到

2030年我国人口将増至16亿，人均水资源将降至1,760立方米，总缺水量将达到400-500亿立方米，达到世界公认的缺水警戒

线。 

由于我国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工业化生产规模不断提高，我国废水排放总量呈现持续增长趋势，2005年至2014年我国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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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排放总量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52%。2014年废水排放总量达716.18亿吨，其中生活污水排放总量所占比重较高，达71.25%，

其余为工业废水排放。随着我国废水排放持续增长，国内对废水的处理需求日益增加，环保水处理行业市场空间巨大。 

2、业投资情况 

由于环境问题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乃至子孙后代的生存大计，国家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大力引导和鼓励环

境污染治理领域的投资。2005年至2014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增长迅速，由2,388亿元增长到9,576亿元，年均复合

增长率达16.68%。 

据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和国家资讯中心的分析预测，“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我国废水治理投入（含治理投资和运

行费用）合计将分别达到10,583亿元和13,922亿元，其中用于工业和城镇生活污水的治理投资将分别达到4,355亿元和4,590

亿元。未来十年，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和环保要求提高，以及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

的不断升级改造，水污染治理投资仍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 

（七）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主营业务属于环保水处理行业中的市政水处理、工业水处理等若干细分子行业，涉及的细分市场较多且较为分散。由于

缺少各细分市场的权威统计数据，无法准确测算发行人业务在各细分市场的占有率情况。公司自成立至今积累了一定的竞争

实力，在多个细分市场取得了领先地位。 

如公司的市政工程项目质量和服务能力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并创造了一批市政工程建设的典型案例，如公司完成的国

内首例城市直饮水分质供水项目“东营市中心城区直饮水分质供水一期工程”，创造了市政直饮水工程建设的典型案例。公司

已形成良好的市场美誉度和“巴安”品牌认知度，形成有利的良性循环，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市场影响力。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679,267,359.31 350,717,694.11 93.68% 450,945,54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102,596.49 75,282,787.56 2.42% 63,938,41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550,130.27 72,064,630.04 2.06% 61,074,296.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460,929.07 138,738,676.63 -195.48% -265,680,528.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64 0.2015 2.43% 0.1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64 0.2015 2.43% 0.1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2% 13.32% -1.20% 12.78%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768,049,922.07 1,189,688,968.73 48.61% 1,134,672,15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1,952,461.05 600,007,083.14 11.99% 530,696,297.3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9,115,913.04 174,069,482.55 174,325,355.12 191,756,60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69,182.87 31,751,462.88 46,656,055.62 -10,174,10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35,430.63 28,969,750.80 46,707,127.76 -10,962,178.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83,810.54 86,174,801.93 -121,143,954.99 -73,907,965.4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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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7,45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2,49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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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春霖 境内自然人 49.87% 186,267,396 142,325,547 质押 69,972,0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

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9% 6,322,507    

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体

分红
-018L-FH001

深 

其他 1.39% 5,209,452    

中国工商银行

－广发策略优

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7% 5,112,757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主题领

先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3% 3,850,999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主题领

先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3% 3,850,999    

马玉英 境内自然人 0.91% 3,416,897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

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8% 2,914,658    

财富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其他 0.63% 2,36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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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锐进 3 期博道

目标缓冲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62% 2,299,947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57% 2,134,55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公司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67,926.74万元，同比增长93.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710.26万元，

同比增长2.42%。其中，市政环保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9.94%；海绵城市、海水淡化营业收入均同比增长100%，两者营

业收入合计占营业收入比重达79.76%。随着十三五环境综合治理力度的加大，“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目标的推进，

环境综合治理投资仍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根据上述情况，公司会继续秉持“深耕水务事业，改善我们的环境”的理念，为

“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三月春雨，润物无声。巴安水务所做的，一直都是春风化雨的伟大事业。蓝天碧水，空气清甜，这样美满的情景曾是寻

常景色，如今却成为了记忆中的乌托邦，我们惋惜、怨叹，却唯独不可袖手旁观。微滤成膜将肮脏变成清澈，海水淡化把苦

涩变成甘甜，让污泥转化成熊熊燃烧的能量，将河道整治成蜿蜒清丽的新城……这是我们对善美未来的一份耕耘，也是公司

点滴汇聚的一份成长。 

在公司获得快速成长的同时，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在一个多变的不确定时代，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如

何在不确定性中保持并提升公司竞争力，如何使公司在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我们认为需要商业模式的持续演变、重构和颠

覆式变革。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调整公司的行业定位从而做到独一无二。因此2015年开始我们在贵州、北京、陕西、湖北

等地陆续组建合伙人公司，给上市公司注入创业家的激情血液。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重新思考客户的需求，让我们离

客户更加近一些。 

我们同时也在思考，今后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是共生体之间的竞争，是巴安水务生态产业链上的共生体与市场之间的竞争，

比如长期战略合作的六百多家产品供应商，具有资质的施工承包企业，为巴安水务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以及公司自己的

建设管理团队、运营维护团队以及并购重组企业的后续管理团队、合伙公司等。我们的共同体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内，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全球化思维，本地化行动)早已成为巴安人的行动指南。我们和德勤、普华永道、数家国际大投行建立了

长期合作关系，与这些机构及其遍布全球的资源网络一起拓宽视野,走上国际环保水务的制高点。 

2015年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成功收购了奥地利卡瓦公司。这不仅给中国环保水处理市场带来了重大技术装备和人才，

而且也为巴安水务引进了具有67年历史的卡瓦公司运营管理经验，是对公司管理的补充和价值提升。同时也是巴安水务打造

成国际先进环保水务技术引进平台的重要一步。2016年我们会成立一个产品销售部门，负责卡瓦公司的气浮产品和公司自主

研发的微滤成膜技术、污泥焚烧干化技术推广工作，恢复并提升卡瓦公司90年代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重新占领中国环保水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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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端市场。 

2015年公司推出非公开发行预案，计划募资不超过12亿元投资六盘水市水城河综合治理二期工程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

将大大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巴安金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384万元收购新沂市万通祥源汽车加气有限公

司80%股权，并获得安徽霍邱马店镇泉村LNG加气站批文,完善了公司在能源市场的布局，增加公司未来在能源板块的利润

来源；公司与润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污水厂设备采购合同，合同金额5865万，是公司2014年深度拓展贵州省区域性市场

后又一落地的环保水务项目。 

2015年巴安水务取得了全国水务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前三甲的荣誉；荣登福布斯最具发展潜力的企业榜单，排名72位。为

充分显示巴安大家庭的温暖，公司也鼓励大家参加体育活动，成立了自行车、赛艇、帆船、乒乓球、徒步、瑜伽等兴趣小组；

在水上运动中心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在练塘镇党委领导的鼓励下，我们与陈云纪念馆合作，投资拍摄了电影《毛泽东、陈

云在延安》；张春霖董事长在武汉大学捐赠500万元与学校共同组建“污水零排放实验室”；2016年还将在上海市青浦区青西

地区捐资共同建设一个美丽乡村。 

我们坚信坚韧的力量，面对挫折，坚忍如冰。九二派的浪潮催生了巴安这条蓝色帆船，从白手起家，到廿岁盛典，面对

市场的一次次无情考验，前仆后继的巴安人，倚靠的是冰一般的坚忍。我们坚信专注的力量，水滴石穿，贵在专注。巴安也

是滴水，滴水的力量或许看似微不足道，却也期冀在环境治理这块倔硬的磐石上滴出动静来，这是一种坚持，也是一份厚重。

我们坚信宁静致远的力量，静水流深，厚积薄发。沉着的姿态让前进更加稳健激烈，大音希声的魄力铸就强者的权杖，我们

愿做静水，不轻易起涟漪，平如明镜，也广阔深沉。我们坚信细节的力量，只有把握好管理的细节，提升公司最底层员工的

素质，才能发挥公司长板的优势。我们坚信创新的力量，创新是巴安水务的DNA。巴安水务的每一次飞跃都与创新技术的

推出密切相关，每一次的技术创新都能为公司的发展带来新的飞跃。比如造成第一次飞跃的凝结水精处理技术和中水回用技

术，现在的海水淡化技术、直饮水技术、污泥干化焚烧技术、微滤成膜技术、海绵城市技术、污水零排放技术等，正在促成

巴安水务的第二次飞跃。 

 

典型工程案例介绍： 

贵州六盘水市海绵城市项目 

水城河是六盘水市的母亲河，市区内长约23km。水城河的环境生态治理项目，由巴安水务总承包建设，本项目于2015

年1月开工建设，预计2016年6月工程竣工。这是巴安水务第一个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公司管理层给与了极大的重视、关注，

也是全国最早实施海绵城市建设的项目之一。这对于公司在黑臭水治理、恢复水系生态、河道底泥处理、湿地公园建设、河

道绿化环境等方面的技术实施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板，是巴安水务展示其风采的一个重要舞台。 

  
项目开工仪式 董事长为周荣市长介绍六盘水市海绵城市建设情况 

上海青浦城市污泥干化焚烧协同发电项目（200t/d） 

创新理论专家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

引进到生产体系中去。上海青浦城市污泥干化焚烧协同发电项目就是这经典理论的完美实践。本项目使用巴安水务自主研发

的薄层干化技术，利用发电厂的蒸汽将80%含水率的湿污泥干化到含水率为30%以下的干污泥，然后运往发电厂进行燃烧发

电，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污泥资源综合利用处理系统，充分达到了循环经济的目的，为上海乃至全国城市污泥有效利用开辟了

新出路。一期工程已于2014年10月建成，目前已进入商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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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市政污泥干化厂 

河北省沧州渤海新区10万吨/天海水淡化项目 

巴安水务投资建设的沧州渤海新区10万吨/天海水淡化工程，是公司与沧州渤海新区管委会以PPP模式合作的项目。该地

区属于水源型与水质型缺水地区，随着各类大型化工、煤化工、电力与钢铁企业的建设与投产，目前用水形势日趋严峻，工

业用自来水供应量严重不足，加之南水北调工程来水的不确定性与实际可能的供应水量等因素，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现有

的供水能力将无法满足各工业企业用户需求。该项目的签订将很大程度上缓解渤海新区工业发展用水紧缺，并有助于保护节

约有限的淡水资源。该项目的成功签约标志着巴安水务十多年积累起来的膜处理技术经验、成功案例得到了市场的认可，这

有助于公司在北方缺水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和南海诸岛海水淡化市场的开拓。 

 
沧州渤海新区10万吨/天海水淡化工程效果图 

锦州锦凌水库25万吨/日供水工程 

锦州市锦凌水库供水工程由巴安水务承建，该工程是辽宁省的重点工程，是锦州市十二五期间重点民生工程，也是锦州

市规模最大的供水工程项目。该工程以锦凌水库为水源，经一级加压站提升后送到净水厂，净化处理后重力流配送到市区给

水管网，设计规模为日供水25万吨，工程建设净水厂一座，输水管线4km，配水管线22km。工程建成后将对解决锦州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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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严重超采和水资源供需矛盾问题，对水资源总体格局的优化配置，对加快锦州城市建设步伐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象州自来水厂 

采用BOT项目模式投资建设的广西象州县自来水厂及配套供水管网项目建设总供水规模为3万吨/天，一期工程为1.5万吨

/天。项目核心工艺采用公司自主研发的微滤成膜技术。微滤成膜技术采用粉末硅藻土，运用预涂膜和在线铺膜等技术，在

平板滤元形成一层致密的过滤层，可以有效去除水中的浊度、色度、细菌、藻类等杂质并具有跨膜压差低，占地小，投资低

等优点。经过微滤成膜过滤的出水浊度低于0.1NTU，稳定在0.06NTU左右，优于国家饮用水浊度标准；细菌去除率99%，达

到新标准。该项目的建成投产对改善象州县石龙镇人民生活环境、切实解决当地居民饮水的困难及安全问题、提高人民生活

质量都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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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市政工程 75,237,350.22 7,512,920.24 9.99% -68.10% -90.68% -24.19% 

海绵城市 490,301,549.47 143,528,427.73 29.27% 100.00% 100.00% 100.00% 

海水淡化 51,466,280.90 23,171,048.45 45.02% 100.00% 100.00% 100.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年 2014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679,267,359.31 100% 350,717,694.11 100% 93.68% 

分行业 

工业环保行业 151,582.16 0.02% 27,235,695.34 7.77% -99.44% 

市政环保行业 679,115,777.15 99.98% 323,481,998.77 92.23% 109.94% 

分产品 

水处理设备集成系

统销售 

52,849,055.05 7.78% 38,447,389.41 10.96% 37.46% 

天然气调压站及分

布式能源 

9,263,067.23 1.36% 20,827,350.43 5.94% -55.52% 

技术服务费 150,056.44 0.02% 55,590,625.68 15.85% -99.73% 

市政工程 75,237,350.22 11.08% 235,852,328.59 67.25% -68.10% 

海绵城市 490,301,549.47 72.18%   100.00% 

海水淡化 51,466,280.90 7.58%   100.00% 

分地区 

东北地区 75,165,548.76 11.07% 62,000,000.00 17.68% 21.23% 

华北地区 60,729,348.11 8.94% 107,002,622.82 30.51% -43.24% 

华南地区   116,739,744.41 33.29% -100.00% 

西南地区 542,990,284.51 79.94% 128,955.76 0.04% 420,967.10% 

其他地区 382,177.93 0.06% 64,846,371.12 18.49% -99.41% 

注：收入本年较去年增长93.68%，六盘水海绵城市、沧州海水淡化属于15年执行，完工进度比较理想。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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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 2015 年投资设立上海巴安金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安金和）、上海赛夫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夫邦）、

北京巴安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巴安）、宿迁巴安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宿迁巴安）和 Safon Environment AB

（以下简称瑞典赛夫邦），上述公司从 2015 年开始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泉州市巴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成立清算组，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完成所有注销，本

期只合并 2015 年 1-4 月的业务。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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