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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纪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郝超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晓春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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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2,067,838,906.50 2,224,323,224.94 -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250,444,511.38 1,318,760,319.68 -5.18 

 
年初至 

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 

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5,235,627.73 -81,732,118.71 不适用 

 
年初至 

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 

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48,971,981.88 81,190,010.60 8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719,115.28 -24,355,525.1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16,402.87 -24,813,869.9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5 -2.20 增加 3.2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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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7,829.4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89,041.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718.1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74,338.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05.80  

所得税影响额 -1,957,235.27  

合计 11,002,7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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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47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李纪玺 248,577,000 58.36 248,577,000 质押 103,387,0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威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050,000 7.29 31,050,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孙海玲 25,875,000 6.07 25,87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宁波丰北汇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597,000 2.25 9,597,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平潭王狮盈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738,361 1.82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06,100 1.62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李书坤 6,900,000 1.62 6,9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威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00,000 1.62 6,9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平潭盈科盛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68,000 1.4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平潭盈科盛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68,000 1.4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平潭盈科盛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68,000 1.4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平潭王狮盈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738,361 人民币普通股 7,738,361 

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06,100 人民币普通股 6,906,100 

平潭盈科盛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68,000 

平潭盈科盛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68,000 

平潭盈科盛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68,000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5,433,828 人民币普通股 5,433,82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77,395 人民币普通股 1,477,39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稳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83,9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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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招行－招商证券智远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96,902 人民币普通股 1,096,90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59,037 人民币普通股 959,03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李纪玺与孙海玲系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李书坤系李纪玺之父，上海

威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威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为李纪玺控制的企业。 

2、平潭王狮盈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盈科盛隆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盈科盛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平潭

盈科盛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为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控

制下的企业，系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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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使用权资产 16,966,660.73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租赁

准则确认使用权资产所

致。 

开发支出 8,339,388.48 3,889,414.23 114.41 
主要系公司在研项目增

加及投入增加所致。 

商誉 4,645,614.87 536,887.25 765.29 
主要系公司因业务发展

需要并购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253,443.21 5,009,515.93 124.64 

主要系公司预付新建城

市智慧供水关键设备厂

房建设款增加导致。 

短期借款 9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短期银

行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99,553,670.64 149,064,654.40 -33.21 
主要系公司年初供应商

付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2,855,737.75 68,809,787.07 -66.78 
主要系公司支付2020年

度计提员工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16,076,909.34 33,295,789.49 -51.71 
主要系公司缴纳增值税

和企业所得税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9,065,741.58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租赁

准则对一年内到期的租

赁负债重分类所致。 

租赁负债 6,369,966.72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租赁

准则确认租赁负债所

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591,618.97 123,750.00 378.08 

主要系公司非同一控制

企业合并资产评估增值

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所所致导致。 

库存股 82,034,923.58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回购股份用

作股权激励计划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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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 3,042,314.04 1,726,768.45 76.19 
主要系收到子公司少数

股东投资款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48,971,981.88 81,190,010.60 83.49 
主要系公司在手订单增

加收入转化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48,197,682.74 29,565,828.67 63.02 
主要系本期确认收入增

加所致。 

销售费用 55,024,544.16 37,799,268.84 45.57 

主要系公司本期正常运

营业务费增加、居间服

务费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17,230,515.44 12,423,858.97 38.69 
主要系公司本期研发项

目及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066,802.02 -1,663,295.55 不适用 
主要系可转债利息费用

摊销所致。 

其他收益 15,022,258.85 3,124,670.38 380.76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的

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5,999,503.61 -117,271.85 不适用 
主要系联营企业本期亏

损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135,882.56 -1,523,191.01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债权回收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825,505.39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处置固定资

产取得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64,718.13 175.39 36,799.56 
主要系本期获得货物运

输损毁赔偿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5,173.33 2,000,414.71 -99.24 
主要系上期为抗击疫情

捐款所致。 

所得税费用 -48,496.74 -421,518.0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盈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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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3,554,660.87 -24,474,764.4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公司正常运

营、在手订单增加收入

转化增加、公司加强债

权回收导致信用减值损

失降低及收到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5,235,627.73 -81,732,118.71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供

应商货款、支付职工薪

酬增加及税费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473,403.88 -66,524,399.85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上期取得新

建城市智慧供水关键设

备厂房建设用地及支付

股权投资款导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1,933,462.10 490,000.00 -16,821.11 

主要系公司回购股份用

作股权激励计划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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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重大投资事项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及投资补充协议的议案》，公司与江苏南通苏

锡通科技产业园区（以下简称“苏锡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协议书》和《投资补充协议》，

拟在苏锡通园区购买土地使用权并投资建设智慧给排水生产研发基地，投资总额为人民币200,000万元，

投资项目分两期实施。上述议案于 2021 年 2 月 1 日经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6 日和 2021 年 2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威派格关于拟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威派格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根据《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公司承诺在土地挂牌公告前在苏锡通园区为本项目注册成立项目公司。

2021 年 2 月 8 日，公司新设的项目公司（全资子公司）已按照要求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江苏省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9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威派格关于重大投资项目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3）。 

2、股份回购事项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2021 年 2 月 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2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 2021 年 2 月

4 日披露了《威派格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11）。

截至 2021 年 3 月 2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合计为 4,045,501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9497%，回购均价为人民币 14.83 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984,362.85 元（不含交

易费用）。此次股份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威派格关于回购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9）。 

公司又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第二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 2021 年 3 月 20 日披露了《威派格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第二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25）。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第二次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388,32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259%，已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22,050,560.73 元（不含交易费用）。此次股份回购方案尚未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10 / 10 

 

司于 2021 年 4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威派

格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第二次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纪玺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