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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21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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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博天环境”）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

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2】0518 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根据《监管工

作函》要求，公司及年审会计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确认，现将相关情况回复如

下： 

1. 年报披露，公司主营水环境解决方案、水务运营管理等业务，2021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11.48 亿元，同比减少 59.08%，其中四季度营业收入为-1.26 亿元。报告期内，

公司水环境解决方案业务收入 5.34 亿元，同比减少 59.08%，毛利率-96.87%，同比减

少 104.67 个百分点，公司称为尽早回笼资金，让利加快项目结算，导致结算大幅核减

情况较为普遍，同时为保证施工项目能够正常推进，减少诉讼的负面影响，对分包成本

未明显核减。请公司补充披露：（1）收入核减项目具体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合同金额、

结算金额、前期累计确认收入金额、2021 年收入确认金额及核减金额，说明收入确认、

核减的具体依据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2）收入核减涉及项目的主要

分包商、分包成本累计发生额、本期发生额、核减金额，并说明分包成本核算未与对应

项目收入同比例核减的具体依据，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3）结合市场

环境变化、公司经营策略、订单获取情况说明公司收入下降的原因，并结合各项目近两

年实际资金投入、成本归集等说明对完工进度的估计是否合理，收入确认的依据是否充

分、审慎，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4）四季度收入确认的具体依据，结合项目

实施、结算核减情况说明四季度收入为负值的原因和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



计准则规定。 

公司回复： 

（1）收入核减项目具体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合同金额、结算金额、前期累计确

认收入金额、2021 年收入确认金额及核减金额，说明收入确认、核减的具体依据以及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报告期内公司水环境解决方案收入核减前十名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合同额 结算金额 

累计确认收

入 

前期累计确

认收入 

本期核减

收入 

1 

海口市福创溪-大排

沟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 

25,395.56 20,000.00 18,655.95 24,002.07 -5,346.13 

2 

内江市市中区白马镇

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

网工程 

11,840.30 6,000.33 5,380.69 10,674.42 -5,293.73 

3 

大冶市乡镇（陈贵、

金牛）污水处理工程

PPP 项目 

28,013.80 22,730.33 21,575.21 26,730.42 -5,155.20 

4 
汝州市第三水厂 PPP

项目 
22,258.24 19,947.29 19,129.31 21,361.14 -2,231.82 

5 
大冶市工业废水收集

处理系统工程 
27,658.66 25,380.21 24,611.50 26,823.59 -2,212.08 

6 
山东晋煤明升达化工

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20,000.00 18,475.40 15,854.78 17,447.61 -1,592.83 

7 

临沂市中心城区水环

境综合整治工程陷泥

河河道整治工程 

7,280.82 5,248.43 4,734.07 6,199.85 -1,465.77 

8 
遂宁物流港污水处理

厂项目 
8,000.00 6,028.89 5,891.09 6,835.44 -944.35 

9 

山西永鑫煤焦化有限

责任公司焦化废水零

排放项目 

4,888.23 3,999.53 3,561.11 4,379.80 -818.69 

10 
邹城邹西产煤塌陷区

综合治理 PPP 项目 
16,827.47 2,131.96 1,937.52 2,620.85 -683.33 

合计 172,163.08 129,942.37 121,331.25 147,075.19 -25,743.94 

注：1、上表中合同额和结算金额均为含税金额；2、受限于资金压力，公司对邹城邹西产煤塌

陷区综合治理 PPP 项目对应项目公司注资未全部到位，经与项目公司其他股东沟通协商，业主调减

公司享有 EPC 工程份额，就已完工部分进行预结算，造成结算金额与合同额差额较大。 

公司水环境解决方案业务主要是以 EPC 模式接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

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公司在总包合同范围内，



对其所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费用和进度进行负责。  

其中工程施工业务属于收入确认原则中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公司在该时段内

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在项目施工阶段，每个资产负债日公司会根据项目累计实际发

生成本占项目预估总成本的比例确认完工进度，然后根据与业主签订的中标合同额乘以

完工进度确认为累计合同收入，再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收入后的金额，确认为

当期合同收入。待项目竣工验收时，与业主进行项目结算，确定项目最终可结算金额，

同时根据最终结算额调整合同收入。 

公司项目合同签署必须经过符合审批权限的正式流程盖章后方可生效。项目执行过

程中如发生投资类项目协议、总承包合同、分包合同变更的情况，项目公司或项目部必

须及时上报成本管理部和工程管理部，评估变更引起的工期和工程造价等方面的影响。

因各种原因导致工程项目成本或费用增加或减少大于 100 万元的合同变更决策由分管

成本管理部高管决策，小于 100 万元且大于 5 万元的合同变更由成本管理部总经理决

策，形成书面变更协议。 

①投资类项目发生变更，首先按照当地政府的变更管理流程完善政府审批手续，涉

及投资范围增加的，还需和政府签订补充协议。之后项目公司发起内部审批流程，填写

《工程变更审批单》说明变更原因、变更费用、现金流影响、工期影响、投资收益影响

等，报成本管理部及相关部门审批。审批文件包括设计变更单、政府批复、政府认价单、

分包确认单、预算变更单等。 

②非投资类项目发生变更，必须取得业主书面确认，涉及合同内无暂定价的增加项，

还必须要求业主同步确认价格。在完成各方面手续确认后，项目部和业主方办理工程变

更签字盖章程序。变更金额较大需要签订补充协议的，必须在变更实施前和业主签订相

应协议。 

项目施工完成后，由项目经理负责组织项目与业主以及分包的结算全过程的资料、

沟通、管理及报审工作，完成与政府、业主以及分包商的结算和审计。对下游劳务分包

的采用“背靠背”模式的，要求劳务分包提供结算承诺函，全面认可政府、业主审计结

论及相应的审减效益收费。对下游劳务分包采用“固定总价”模式的，项目部组织编制

的结算资料应涵盖所有下游分包的变更洽商等，不得漏项。项目部组织汇报，成本管理

部组织审核其资料的全面性、合理性，如发现有遗漏，项目公司或项目部应负责补办相

关资料，然后方可上报政府、业主。一般情况下，经政府、业主审批后项目结算金额与



原合同金额会有一定的浮动。今年由于公司结算项目较多，且因受困于资金紧张压力，

为加快结算进度，在最终结算金额方面让利较多，项目结算金额较原合同金额降幅较大，

公司根据最终结算金额确认调整了当期合同收入，相关处理符合收入确认原则。 

本期公司主要项目收入核减依据如下： 

①“海口市福创溪-大排沟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合同额为 25,395.56 万元，由于

协议中的建设投资依据工程量概算，无工程定额子项目。前期项目已完工，公司根据合

同确认收入。2021 年与政府做结算时，由于政府政策条件受到制约，项目施工范围与

原合同工程范围发生变化，已完工部分工程量政府未予确认，政府根据财评结果发文下

调项目结算金额为 20,000 万元，公司为尽快结算回款，部分让利，导致公司当期收入

减少。 

②“内江市市中区白马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合同额为 11,840.30 万元。其

中管网和挡墙合同均为暂估价，是根据分包合同金额暂估确定。前期项目已完工，施工

内容在合同范围内，合同金额未做调整，公司根据原合同确认项目收入成本。2021 年

政府完成初审，认为原报价价格偏高，要求下调结算金额，公司为推进项目尽快结算回

款，部分让利，按政府初审结算金额确认当期收入，同时调整与分包结算成本。 

③“大冶市乡镇（陈贵、金牛）污水处理工程 PPP 项目”合同额为 28,013.80 万元。

前期根据项目完工进度，确认合同收入。施工过程中合同价格未予调整。2021 年与业

主进行预结算，经业主初步审核，核减部分工程量，公司根据结算金额确认项目收入和

成本。 

④“汝州市第三水厂 PPP 项目”合同额为 22,258.24 万元。前期项目已完工，施工中

合同金额未予变更，公司根据合同确认收入。2021 年与业主进行预结算，经业主初步

审核，下调了结算金额，导致公司当期收入减少。 

⑤“大冶市工业废水收集处理系统工程”合同额为 27,658.66 万元。前期项目已完工，

施工中工期延长产生的费用、分包增加的征地协调费用等，政府并不予以承担，合同金

额未予调整，公司根据原合同金额确认收入。2021 年政府对项目进行审计，公司根据

政府审计结算金额，确认当期收入。 

⑥“山东晋煤明升达化工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合同额为 20,000 万元。前期项目已

完工，公司根据合同金额确认收入。2021 年业主根据初审结果，核减了部分工程量，公



司为推进项目结算回款，同意部分让利，导致公司工程收入减少 1,163.62 万元；另外部

分已完成供货设备，公司已确认收入成本。但由于资金紧张，未能按合同支付货款，为

保证工程进度，业主直接付款给供应商，变为业主直接采购，调减总包方设备合同额，

导致公司设备收入减少 429.21 万元。 

⑦“临沂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陷泥河河道整治工程”合同额为 7,280.82

万元。前期公司根据项目完工进度以及合同金额确认收入 6,199.66 万元。2021 年与业

主进行项目结算，由于公司资金紧张，为了加快取得项目审计结果，尽快使用政府专项

资金，解决分包诉讼风险，公司对政府结算金额部分让利，导致结算金额减少，公司据

此确认当期收入。 

⑧“遂宁物流港污水处理厂项目”合同额为 8,000.00 万元，合同金额为暂估价。前期

项目已完工，公司根据原合同确认项目收入。2021 年业主完成初审，并根据审计结果

下调了结算金额，公司为推进项目结算回款，部分让利，导致公司当期收入减少。 

⑨“山西永鑫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焦化废水零排放项目”合同额为 4,888.23 万元。前

期项目已完工，公司根据原合同确认项目收入。2021 年与业主进行项目结算，由于工

程验收、调试存在一定争议，最后根据法院判决与业主达成调解书，减少了结算金额，

导致公司当期收入减少。 

⑩“邹城邹西产煤塌陷区综合治理 PPP 项目”合同额为 16,827.47 万元。前期公司根

据项目进度及合同额确认收入 2,620.85 万元。由于公司资金紧张，对项目公司注资未按

规定到位，经协商，业主调减了博天做为股东享有的 EPC 总包工程量，根据与业主就

完工部分进行预结算，确认当期收入成本。 

公司与业主签订的总包协议中，一般情况下仅规定如工程量超预算，或价格上涨到

一定幅度，公司可以提出申请并经业主确认后方可调整，调整前双方需签订补充协议。

一般在合同范围内工程量，施工过程中合同金额不予变更，最终结算金额以政府或第三

方审计机构审定结果为准。公司以上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合同金额均未发生实质上的变

更，因此公司在项目执行的不同期间根据合同金额和结算金额确认相关收入符合规定。 

会计师回复： 

我们在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上述事项执行了相应的审计程序，主要

为： 



（1）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了解收入下滑的原因，涉及收入核减的

项目情况及具体依据； 

（2）取得项目台账、收入计算表并复核项目名称、合同金额、结算金额、收入确

认等相关信息； 

（3）检查项目工程承包合同，检查预计总收入、预计总成本所依据的工程承包合

同和成本归集、成本预算、项目结算文件； 

（4）检查报告期及期后收入回款情况； 

（5）执行客户、供应商函证，进一步验证工程收入发生的准确性。 

经过核查，结合公司上述回复的情况，我们认为公司收入核减项目具体情况及依据

与业务发生实际情况相匹配，相关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收入核减涉及项目的主要分包商、分包成本累计发生额、本期发生额、核减

金额，并说明分包成本核算未与对应项目收入同比例核减的具体依据，相关会计处理是

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收入核减前十大项目成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累计确认成

本 

前期累计成

本 

本期确认

成本 
主要供应商 

1 

海口市福创溪-大排沟

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 

17,769.61 17,769.61 0.00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新余工

程有限公司、北京博汇特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 

内江市市中区白马镇

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

网工程 

4,995.79 8,062.42 -3,066.62 
四川恒泰环境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3 

大冶市乡镇（陈贵、金

牛）污水处理工程 PPP

项目 

18,064.34 20,606.34 -2,542.00 

武汉禾林建筑安装有限公

司、江西省弘毅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湖北兴天瑞工

程有限公司 

4 
汝州市第三水厂 PPP

项目 
17,034.80 16,792.35 242.45 

河北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河南世通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武汉禾林建筑

安装有限公司、河南七建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 
大冶市工业废水收集

处理系统工程 
23,880.74 20,037.11 3,843.63 

大冶市自来水安装有限责

任公司、江西省弘毅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6 
山东晋煤明升达化工

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19,884.23 18,109.13 1,775.10 

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

限公司、浙江开创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中

济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7 

临沂市中心城区水环

境综合整治工程陷泥

河河道整治工程 

4,075.57 3,820.97 254.60 
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长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 
遂宁物流港污水处理

厂项目 
5,437.17 5,271.07 166.10 

中天骏昊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9 

山西永鑫煤焦化有限

责任公司焦化废水零

排放项目 

4,322.83 4,118.94 203.88 

陕西万福消防科技有限公

司、河南润恒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10 
邹城邹西产煤塌陷区

综合治理 PPP 项目 
1,745.33 2,329.39 -584.05 

中润滨海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合计 117,210.41 116,917.33 293.08   

公司 EPC 项目工程施工业务合同预计总成本包括设计费用、材料、分包安装施工

支出、现场临时设施建造支出、各种能耗支出、项目管理费用等。 

公司预决算部门，根据公开投标业主工程量，结合当前市场成本价格并合理预估现

场预计发生施工费用编制预算总成本。项目直接成本根据每月末与分包商监理三方共同

签字盖章的《验工计价单》确认当月工程量进行归集；间接费用则是根据现场实际发生

费用进行费用报销或成本分摊方式进行成本归集。在施工过程中预决算部门会根据项目

进度及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情况，合理调整预算总成本，并经适当审批以确保预算总

成本的合理性准确，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2021 年度公司营业成本未能与收入同比例核减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①受疫情、公司资金紧张等影响，项目实施工期延长，材料费上涨，分包垫资成本

增加；另外随着工期拉长，项目人工、房租、利息等各类二类费用增加，导致项目预计

总成本增加。 

②部分项目施工过程中，因工程条件复杂，设计图纸变化，分包承担了部分管道施

工改造成本、安全事故处理费用、征地拆迁协调费用等，也导致分包结算成本增加。 

③作为项目总包方，公司部分项目与业主签订固定总价合同，但与分包签订的是单

价合同。这样造成部分项目工程量较预计增加时，就增量部分业主未与我方结算确认，

但公司与分包要确认相关成本；另外个别项目施工完毕后，业主根据第三方审计结果核

减了与公司结算金额，但公司与分包结算的成本未做核减。目前公司此类固定总价合同

项目中除“山东晋煤明升达化工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公司与个别分包就结算金额正在



协商外（跟业主结算金额已确定，合同和结算金额见问题 1 回复表格），其余项目已全

部执行完毕。 

④由于公司资金紧张，部分项目面临资金支付滞后的情形，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为保证施工项目能够正常推进并履约，为力求维持良好合作关系，尽量减少诉讼给公司

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分包成本核减的幅度也相对较小。 

其中“大冶市工业废水收集处理系统工程”本期确认项目成本 3,843.63 万元，主要是

因为项目工期延长，施工条件复杂，分包承担大量工程安全事故处理费用、征地拆迁协

调配合费用，导致分包垫资成本增加，与分包结算的下浮率降低；“山东晋煤明升达化

工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本期确认项目成本 1,775.10 万元，主要是因为项目实际施工中，

建构筑物尺寸较原设计图纸增大，材料费上涨；另外施工时间延长，二类费用增加。由

于与业主签订的是固定总价合同，收入未做同步增加。 

会计师回复： 

我们在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上述事项执行了相应的审计程序，主要

为： 

（1）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了解分包成本确认情况，涉及收入核减

项目的分包商、成本确认情况； 

（2）取得项目台账、分包成本计算表并重新计算相关收入、成本金额； 

（3）检查项目工程分包合同，验工计价单、预计总成本等原始单据； 

（4）检查报告期及期后分包款支付情况； 

（5）执行供应商函证，进一步验证分包成本发生的准确性。 

经过核查，结合公司上述回复的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分包成本发生及确认与业务发

生实际情况相匹配，相关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结合市场环境变化、公司经营策略、订单获取情况说明公司收入下降的原因，

并结合各项目近两年实际资金投入、成本归集等说明对完工进度的估计是否合理，收入

确认的依据是否充分、审慎，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受疫情及融资大环境影响，公司近年来减少了投资类项目的建设，聚焦回归“市政

+工业”两大主业，对于融资不到位、资金缺口大、投资风险高的项目果断采取“关、停、



并、转”等措施。公司中标合同额持续减少，近三年来分别为 28.03 亿元、1.77 亿元、

0.88 亿元。新增项目的减少以及随着原有项目的完工、关停、转让等，导致公司营业收

入持续下降。 

2020 年-2021 年公司水环境解决方案收入中按完工进度确认收入（土建安装）的前

十大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合同额 

（不含

税） 

完工进

度 

预计 

总收入 

预计 

总成本 

累计确 

认收入 

累计成 

本投入 

2020 年 

收入 

2020 年 

成本投入 

2021 年 

收入 

2021 年 

成本投

入 

1 

雷州市镇区生

活 污 水 处 理

PPP 项目 

51,202.63 99.60% 51,202.63 40,543.82 50,997.45 40,381.35 29,155.60 23,086.30 9,326.04 7,384.64 

2 

西安市临潼区

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项目 

37,596.99 68.39% 37,596.99 35,441.33 25,711.11 24,214.27 12,836.21 12,110.91 10,219.23 9,597.74 

3 

泰兴市镇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

程 PPP 项目 

39,748.84 46.93% 39,748.84 33,920.88 18,653.55 15,918.57 15,378.08 13,123.35 3,275.47 2,795.22 

4 

广西华谊能源

化工有限公司

工业气体岛水

系统项目 

21,749.72 100% 21,166.57 24,134.07 21,166.57 24,134.07 12,275.14 14,366.36 2,046.52 3,022.54 

5 

漳浦县东南片

区村镇污水处

理 PPP 项目 

23,287.36 55.66% 23,287.36 22,076.83 12,969.82 12,295.62 5,964.76 5,654.70 7,005.06 6,640.92 

6 

湘阴县第三污

水处理厂及其

配套管网工程

建设 PPP 项目 

10,839.70 79.05% 10,839.70 10,662.85 8,568.73 8,428.93 6,128.04 6,028.06 2,440.69 2,400.87 

7 

阜阳市城区水

系综合整治（含

黑臭水体治理）

标段一 PPP 项

目 

13,467.96 87.82% 13,467.96 12,626.65 11,827.38 11,088.55 1,982.10 2,128.78 4,173.77 4,113.04 

8 

大冶市金湖生

态园污水处理

厂及配套管网

工程 PPP 项目 

15,642.32 97.88% 15,642.32 13,799.08 15,310.52 13,506.38 3,883.63 3,426.00 1,569.25 1,384.34 

9 

广西华谊能源

化工有限公司

工业气体岛项

目污水处理站 

6,010.70 100% 6,697.69 8,082.04 6,697.69 8,082.04 3,194.25 4,857.21 2,183.08 1,924.03 

1

0 

株洲清水塘区

域重金属污染

环境治理（宏基

锌业、天源纺

织、鑫达冶化、

荷花水泥厂） 

3,009.85 93.77% 2,836.08 2,732.33 2,659.40 2,562.11 1,604.99 1,536.39 1,054.41 1,025.72 

注：1、由于公司 EPC 项目中只有土建安装部分按照完工进度确认收入成本，所以表格中数据

为按照土建安装部分收入统计的前十大项目数据；2、“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工业气体岛水系



统项目”和“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工业气体岛项目污水处理站”两个项目投标时采用的是不平

衡报价，综合土建安装、设计、设备采购成本状况，该项目整体盈利，综合毛利率处于正常水平；

另外两个项目均已完工，与业主协商预结算，初步预结算金额较原合同额有所增减，导致预计收入

金额跟合同额（不含税）有所差异。 

公司工程施工业务按照完工进度确认收入并结转成本，确认方法为：本公司对外提

供工程建造劳务，根据已完成劳务的进度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履约进度按照已发生

的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已完成劳务的进度进行重新

估计，以使其能够反映履约情况的变化。 

公司项目按照完工进度确认收入的，计算公式如下：合同完工进度=累计实际发生

的合同成本/合同预计总成本*100% 

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是指形成工程完工进度的工程实体和工程量所耗用的直

接成费用和间接费用；不包括与合同未来活动相关的合同成本，如：施工中尚未安装或

使用的材料成本；在分包工程的工作量完成之前预付给分包单位的款项。 

合同预计总成本包括设计费用、材料、分包安装施工支出、现场临时设施建造支出、

各种能耗支出、项目管理费用等。 

公司设有预决算部门，根据公开投标业主工程量，结合当前市场成本价格并合理预

估现场预计发生施工费用编制预算总成本。并配有完善预算调整机制，项目根据现场情

况及进度等因素，若出现预算偏离，预决算部门需合理调整当前预算总成本，并经适当

审批以确保预算总成本的合理性准确。 

公司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公司每月末与分包商监理三方

共同签字盖章的《验工计价单》确认当月工程量进行成本归集；现场各类施工费用则是

根据现场实际发生费用进行费用报销或成本分摊方式进行成本归集。 

公司根据已完成劳务的进度确认收入，即按照合同总收入乘上合同完工进度确认为

累计合同收入；对应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收入后的金额，确认为当期合同收入。 

公司与业主方每月根据现场施工量，编制《工程进度结算单》对公司工程产值予以

确认，《工程进度结算单》由业主方、监理、及公司三方共同签字盖章。综上，公司项

目按照完工进度确认收入，遵循了《收入准则》中对于收入确认的原则和要求，不存提

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会计师回复： 

我们在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上述事项执行了相应的审计程序，主要

为： 

（1）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市场环境变化、公司经营策略、订单获取情况； 

（2）取得合同管理台账、中标项目情况表，分析与收入变化趋势的匹配性； 

（3）取得项目收入、成本计算表，并重新计算相关收入、成本金额； 

（4）检查项目工程承包及分包合同，验工计价单、预计总成本、结算单等原始单

据； 

（5）计算分项工程的预计收入、预计成本和毛利，并分析其合理性； 

（6）选取工程承包合同样本，对工程进度进行现场查看，与工程管理部门讨论工

程的完工程度，并与账面记录进行比较； 

（7）检查收入、成本款项收支情况，并执行客户及供应商函证，以验证收入、成

本确认准确性； 

（8）执行截止性测试程序，检查相关合同收入、成本是否被记录在恰当的会计期

间。 

经过核查，结合公司上述回复的情况，我们认为公司收入下降原因合理，收入确认

依据是否充分、审慎的，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4）四季度收入确认的具体依据，结合项目实施、结算核减情况说明四季度收入

为负值的原因和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公司季度收入核减前十名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合同额 结算金额 

施工进

度 

四季度前

累计确认

收入 

四季度核

减收入 
收入核减原因 

1 

海口市福创溪

-大排沟水环

境 综 合 治 理

PPP 项目 

25,395.56 20,000.00 100.00% 24,002.07 -5,346.13 

一是因为 PPP 协议中的建设投

资依据的工程概算，且水环境项

目无工程定额子项。2021 年政府

根据财评结果发文下调结算金

额；二是由于政府政策条件受到

制约，项目施工范围与原合同工



程范围发生变化，已完工部分工

程量政府未予确认。 

2 

内江市市中区

白马镇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管

网工程 

11,840.30 6,000.33 100.00% 10,674.42 -5,293.73 

项目已完工，其中管网和挡墙合

同均为暂估价，收入确认是基于

暂估确定。2021 年年底政府完成

初审，认为原报价价格偏高，下

调了结算金额，从而公司调整了

项目收入和成本。 

3 

大 冶 市 乡 镇

（陈贵、金牛）

污水处理工程

PPP 项目 

28,013.80 22,730.33 100.00% 26,730.42 -5,155.20 

项目完工，与业主进行预结算，

经业主初步审核，核减部分结算

金额，公司据此调整项目收入和

成本。 

4 
汝州市第三水

厂 PPP 项目 
22,258.24 19,947.29 100.00% 21,361.14 -2,231.82 

项目完工，与业主进行预结算,核

减部分工程量，下调了结算金

额。 

5 

大冶市工业废

水收集处理系

统工程 

27,658.66 25,380.21 100.00% 26,823.59 -2,212.08 

项目已完工，2021 年根据政府审

计金额调整结算金额，冲减部分

收入。 

6 

山东晋煤明升

达化工有限公

司水处理项目 

20,000.00 18,475.40 100.00% 17,447.61 -1,592.83 

一是项目已完工，业主根据初审

结果核减部分工程量；二是部分

已供货设备，确认了收入成本。

但由于资金紧张，未能按合同支

付货款，为保证工程进度，业主

直接付款给供应商，变为业主直

接采购，调减总包方设备合同

额，导致设备收入减少。 

7 

临沂市中心城

区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陷泥

河河道整治工

程 

7,280.82 5,248.43 100.00% 6,199.66 -1,465.58 

由于资金紧张，为了加快取得审

计结果，尽快使用政府专项资

金，解决分包诉讼风险，公司对

政府结算金额让利。 

8 
遂宁物流港污

水处理厂项目 
8,000.00 6,028.89 100.00% 6,835.44 -944.35 

项目已完工，原总包合同为暂估

价。2021 年业主根据初审结过，

核减结算金额。  

9 

山西永鑫煤焦

化有限责任公

司焦化废水零

排放项目 

4,888.23 3,999.53 100.00% 4,379.80 -818.69 

由于工程验收调试未达到业主

要求，最后根据法院判决与业主

达成调解书，减少了结算金额。 

10 

邹城邹西产煤

塌陷区综合治

理 PPP 项目 

16,827.47 2,131.96 12.70% 2,620.85 -683.33 

受限资金压力，公司对项目公司

注资未规定到位，经协商业主调

减了博天做为股东享有的 EPC

总包工程量，根据与业主就完工

部分进行预结算，调整了当期收

入成本。 

合计 172,163.08 129,942.37  147,075.00 
-

25,743.94 
 

通过上表可见，公司前期确认的收入均在与业主签订的合同金额范围内，收入确认

与项目施工进度相匹配。以上项目均已施工完毕（邹城项目除外），本期公司积极与业

主沟通项目结算事宜，由于结算金额较原合同金额有所核减，导致本期收入减少，相关



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会计师回复： 

我们在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上述事项执行了相应的审计程序，主要

为： 

（1）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四季度收入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 

（2）执行上述（1）（2）（3）问所述程序； 

（3）检查四季度收入确认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经过核查，结合公司上述回复的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四季度收入为负值的原因合理，

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2. 年报披露，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金额 15.22 亿元，同比增长 20.49%，与营业

收入下降情况不匹配；应收账款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1.14 亿元，同比增长 7.96%。此外，

存在因金融资产转移而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 7149.3 万元，按账面金额进行转移，未产

生利得或损失。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水环境解决方案、水务运营管理业务开

展情况、业务模式特点，说明公司应收账款与收入变动方向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2）

公司前五大应收账款对象名称、关联关系、近三年交易金额、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账龄、逾期情况、期后回款情况，并结合欠款对象资信情况说明公司应收账款的坏账准

备计提是否充分；（3）因金融资产转移而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的性质、账龄、客户以及

转移的交易对手方具体情况，关联关系；结合上述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以及计提的坏账

准备，说明未产生利得和损失的原因，是否构成债务重组。 

公司回复： 

（1）结合公司水环境解决方案、水务运营管理业务开展情况、业务模式特点，说

明公司应收账款与收入变动方向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①水环境解决方案主要以工程服务和专业承包的方式为客户提供水环境解决方案，

主要服务模式包括 EPC、EP、PC 等。工程服务指受客户委托，承担环保水处理系统的

规划、工程设计、建设管理、核心装备、运营服务等全过程服务，对建设工程的质量、

安全、工期、造价等负责。专业承包指提供上述业务的部分服务，并对该部分服务承担

相应责任。 



公司根据提供的具体服务内容，对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本公司在该时

段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对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本公司在客户取得相关

商品控制权时点确认收入。本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

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为合同资产列示。本公司拥有的、无条件（仅

取决于时间流逝）向客户收取对价的权利作为应收款项列示。 

②水务运营管理业务是公司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通过 BOT、TOT、BOO、ROT、

O&M 等方式与业主签署特许经营权协议、资产转让协议及运营协议等，为业主提供投

资、建设和运营等水务投资运营业务服务，并在项目所在地设立项目公司作为投资运营

的主体，按照水处理量和约定的水价收取水处理服务费用。 

水务运营服务一般按月度结算，每月根据合同约定提供服务后，在月底双方查表确

认水流量，经过委托方月度运营考核确认后，按确定的水流量及合同约定价格确定收入

和应收账款；其他劳务服务根据劳务服务合同的约定，公司在完成相关劳务服务，经对

方验收合格，相关的收入已经收到或取得了收款的证据时，确认为服务收入和应收账款。 

③公司 2021年应收账款与收入变动方向不一致，并非因为业务模式导致。公司 2021

年应收账款余额 15.22 亿元，较期初增长 20.49%，但同比营业收入出现下降，主要原因

为：博天母公司做为总包方承揽子公司博天（武夷山）水美有限公司发包的 PPP 项目

工程的设计、采购及施工服务，对该子公司形成应收账款。截止到 2020 年和 2021 年年

底对该子公司的应收账款分别为 4.91 亿元和 4.60 亿元。由于 2021 年以前该子公司属

于博天合并范围内公司，对其应收会在合并层面抵销，不会体现在集团合并报表层面的

应收账款中。2021 年度公司处置子公司博天（武夷山）水美有限公司 41.21%股权，已

完成工商变更，收购方完成项目融资并且完成子公司董事会席位变更等，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不再将该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该子公司由控股子公司变为参股子公司（联营

企业），公司对其应收账款不再抵销，体现在公司合并报表应收账款中，导致本期末公

司整体应收账款增加。 

由于报告期末对博天（武夷山）水美有限公司的 4.60 亿元应收账款并非本期确认

营业收入产生，如剔除该笔应收账款影响，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为 10.62 亿元，较期

初减少 15.92%，与公司收入情况相匹配。 

会计师回复： 



我们在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上述事项执行了相应的审计程序，主要

为： 

（1）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及业务负责人，了解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和业务模式及其

变化情况； 

（2）了解应收账款、收入变动情况，分析与业务开展、业务模式的匹配性； 

（3）取得收入、应收账款明细表，分析对应收账款、收入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具

体项目； 

（4）检查收入相关业务合同、验工计价单、开箱验收单、水处理量确认单、结算

等原始单据，验证收入确认的准确性； 

（5）检查公司报告期内及期后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及金额； 

（6）执行客户函证，进一步验证收入发生额及应收账款余额的准确性。 

经过核查，结合公司上述回复的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应收账款与收入变动方向不一

致的原因是合理的，与业务开展及业务模式相匹配。 

（2）公司前五大应收账款对象名称、关联关系、近三年交易金额、报告期末应收

账款余额、账龄、逾期情况、期后回款情况，并结合欠款对象资信情况说明公司应收账

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对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准则》规范的交易形成且不含重大融资成分

的应收款项，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对于

已出现明显减值迹象的应收账款，公司采用单项计提方式，根据预期可收回现金流单独

测算预期信用损失；当单项应收账款无法以合理成本取得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

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

失。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

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截止至 2021 年末，公司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为： 

账龄区间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4 年 4-5 年 5 年以上 

计提比例 6.01% 11.42% 23.98% 51.15% 87.76% 100% 



截止到 2021 年末，公司前五名应收账款客户为公司联营企业或长期合作单位，对

应应收账项均未发生明显减值迹象，均为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 
是否关

联方 

近三年交

易额 
应收余额 账龄 

是否

逾期 
期后回款 

博天（武夷山）水美

有限公司 
是 28,941.04 48,953.71 

1 年以内，1-2 年、

2-3 年、3-4 年 
是 20.70 

北京中电建博天漷牛

水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是 9,272.72 8,791.79 1 年以内，1-2 年 否 893.42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

司 
否 2,232.61 7,230.80 2-3 年、3-4 年 是 1,500.00 

大冶市振恒城市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 
否 15,485.40 5,449.28 1 年以内，1-2 年 否 1,385.03 

陕西蒲城恒洁水务有

限责任公司 
否 350.22 5,308.03 1-2 年、3-4 年 否 700.00 

合计  56,281.99 75,733.61    4,499.15 

注：1、期后回款为截止到 2022 年 4 月末金额；2、博天（武夷山）水美有限公司原为博天子公

司，受客观因素影响项目融资未能到位。2021 年公司为推进项目顺利完工，引进新投资方入股，现

已转为公司联营企业。由新投资方提供担保，项目公司已与工商银行武夷山支行签订 10.66 亿元借

款合同，第一笔提贷已完成，所欠博天项目款项会陆续完成支付，无特殊回收风险；3、中国五环工

程有限公司是由于项目超概算金额，业主需报上级政府审批后，才能办理结算。由于政府审批手续

较复杂，周期较长，影响了业主付款进度。期后已回款 1500 万元，款项无特殊回收风险。 

为加强应收账款日常管理，公司建立了应收账款台账，对应收账款情况进行适时监

控；并且成立了催收工作组，对不同账期和不同信用品质的客户的应收欠款，公司制定

了不同的、可行的催收方案，减少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4.66 亿元，占应收账面余额 23.44%，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1,535.84 0.77% 1,535.84 100.00%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197,305.60 99.23% 45,070.37 22.84% 

合计 198,841.44 100.00% 46,606.22 23.44%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比例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区间 博天环境 节能国祯 万邦达 中创环保 

1 年以内 5.77% 3.00% 4.00% 5.00% 

1-2 年 10.84% 10.00% 15.00% 10.00% 

2-3 年 21.76% 20.00% 20.00% 30.00% 

3-4 年 45.34% 50.00% 55.00% 50.00% 

4-5 年 82.54% 50.00% 77.00% 8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由上表可知，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不同账龄区间按照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

减值损失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公司较可比上市公司计提比例相近或略高。 

综上所述，公司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的。 

会计师回复： 

我们在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上述事项执行了相应的审计程序，主要

为： 

（1）测试及评价应收账款日常管理及可收回性评估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 

（2）取得公司坏账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并结合公司情况判断其合理性；取得坏

账准备金额的计提过程，并重新计算复核相关数据的准确性； 

（3）复核管理层基于客户的经营情况、市场环境、财务状况、历史回款情况的分

析； 

（4）检查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合同、验收单以及期后回款情况； 

（5）通过天眼查、企查查等网站查询公司客户的公开信息，核实是否为关联方； 

（6）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坏账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公司坏账政策的合理性及充分性。 

经过核查，结合公司上述回复的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前五大应收账款情况与实际情

况相符，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3）因金融资产转移而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的性质、账龄、客户以及转移的交易

对手方具体情况，关联关系；结合上述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以及计提的坏账准备，说明

未产生利得和损失的原因，是否构成债务重组。 

报告期内公司因金融资产转移而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交易对手 
款项性

质 

是否关

联方 
金额 

转移前账

龄 

转移前坏

账准备 

轮台县长瑞鑫水

务有限公司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设备采

购款 
否 1,395.30 1-2 年 182.83 

西山煤电（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交控生态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款 否 114.00 1-2 年 14.94 

大冶市陈贵镇人

民政府 

湖北博天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工程款 否 3,800.00 2-3 年 961.06 

九江印象柴桑实

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弘毅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工程设

计费 
否 1,800.00 3-4 年 693.75 

北京龙世杰投资

有限公司 

中清百益（北京）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费 否 40.00 1 年以内 2.91 

合计   7,149.30   1,855.49 

公司因资金紧张，为减少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纠纷，有效地改善债权质量，加快公

司与业主及分包结算、回款流程，并基于公司现有账户安全方面的考虑，经公司内部审

批流程同意后，与债权及债务人进行友好协商，进行债权转移，并与债权接收方签订不

附带任何条件不可撤销的债权转移协议，并按公司法要求通知债务人，从而实现按账面

金额进行金融资产转移。 

公司以上应收账款转移前均为项目正常应收账款，无特殊回收风险，坏账准备均为

按账龄组合方式计提，对应债务均为正常项目分包款项。公司应收账款转移金额与公司

债务抵减金额均为原账面金额，不存在溢价或折价转移的情况。签订相关协议后，对应

款项由客户按原值支付给供应商，未产生相关转移利得或亏损，也未改变原债务偿还条

件，因此不构成债务重组。 

会计师回复： 

我们在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上述事项执行了相应的审计程序，主要

为： 

（1）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金额资产转移业务的背景及原因； 

（2）取得并复核因金融资产转移而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明细，核实关联方关系及

款项可收回性； 

（3）取得并检查相关业务协议、函件、款项收支原始单据； 

（4）结合协议约定条款、收付款金额，核实是否存在相关利得及损失； 

（5）比对债务重组定义，研判相关业务是否构成债务重组。 

经过核查，结合公司上述回复的情况，我们认为公司金融资产转移未产生利得和损



失符合业务实际情况，相关业务不构成债务重组。 

 

3. 年报披露，报告期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4.05 亿元，同比增加 378.02%，其中

计提其他非流动资产、无形资产、合同资产减值准备分别为 3.44 亿元、7228.08 万元、

-1044.17 万元，主要是对在建 PPP 项目和特许经营权资产计提减值。请公司补充披露：

（1）上述各项资产减值涉及的主要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合同金额、账面金额、

预计可收回金额、本期计提减值准备及累计减值准备情况等，结合对应项目开展情况、

资产运营状况说明减值计提的合理性；（2）有关资产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及判断依

据，前期是否存在减值计提不及时的情形；（3）对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

主要参数选取及依据，主要参数相比往期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及原因，说明减值计提金额

是否准确、恰当。 

公司回复： 

（1）上述各项资产减值涉及的主要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合同金额、账面金

额、预计可收回金额、本期计提减值准备及累计减值准备情况等，结合对应项目开展情

况、资产运营状况说明减值计提的合理性； 

①2021 年度，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计提减值损失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同金额 账面金额 
预计可回收

金额现值 

计提减值

准备 

累计减值

准备 

1 
雷州市村级生活污水处理

PPP 项目 
150,321.29 29,338.47 16,575.00 12,763.47 14,982.31 

2 
昭平县桂江一江两岸景观

带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 
197,924.83 21,597.07  21,597.07 24,317.39 

合计 348,246.12 50,935.54 16,575.00 34,360.54 39,299.70 

 “雷州市村级生活污水处理 PPP 项目” 因项目融资未到位，公司自有资金紧张等

原因，项目推进缓慢，目前处理停工状态。2021 年公司已收到雷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解除合同通知书》，公司已与政府进行多次沟通，协商解决方案，截止报告期末，

暂未能就解除项目合同后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参考根据

PPP 协议，充分预估项目违约损失、处置费用等，对项目计提减值准备。 

“昭平县桂江一江两岸景观带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 由于受到国家 PPP 项目政

策调整及融资机构对项目风险、地方财政承受能力评估趋于严格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项目融资未到位，目前处于停工状态。同时项目部分规划调整、项目边界条件、建设工

作推进等客观情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项目继续推进受阻。经公司与当地政府的相

关机构沟通协商，2021 年已经初步达成合作项目终止的共识。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

参考根据 PPP 协议，充分预估项目违约损失、处置费用等，对项目计提减值准备。  

②2021 年度，公司无形资产计提减值损失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

额 
账面金额 

预计可回收

金额现值 

计提减值

准备 

累计减值

准备 

1 
荆州市石首城东污水厂（城北

污水厂搬迁）建设 PPP 项目  
11,292.56 11,212.32 8,180.00 3,032.32 3,032.32 

2 榆林区红墩污水厂项目  48,280.78 40,575.76 36,380.00 4,195.76 4,195.76 

合计 59,573.34 51,788.08 44,560.00 7,228.08 7,228.08 

“荆州市石首城东污水厂（城北污水厂搬迁）建设 PPP 项目”于 2020 年建设完毕转

运营，目前项目处于正常运营状态。石首项目由于投标阶段收益率较低，回补工程利润

刚满足公司收益要求。今年实际运营成本和利息费用较预期均有所增加，政府又根据对

投标阶段部分咨询单位未处理问题的督查意见，与公司调整了项目边界条件，导致运营

收入有一幅度的减少。经评估测算公司对项目计提减值准备。 

“榆林区红墩污水厂项目”2017 年建设完毕转运营，目前项目处于正常运营状态。

榆林红墩项目为工业废水处理项目，原协议中未明确约定处理危废中所含盐分比例，以

及盐分超标后的处理责任权属，由此造成公司与业主在项目保底水费支付方面存在一定

争议。为了推进项目正常运营，减少公司损失，公司与业主沟通达成一致意见，由公司

承担项目分盐处理，业主支付所欠保底水费，用于支持分盐设备采购、安装及施工。公

司为此新投入相关成本，增加了资产原值，导致项目预估收益率下降。经评估测算公司

对项目计提减值准备。 

③2021 年，公司合同资产减值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信用损失

率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信用损失

率 

建造合同形成的已确

认收入未结算的金额 

31,033.77 6,063.35 19.54% 39,495.98 7,107.51 18.00% 

合计 31,033.77 6,063.35 19.54% 39,495.98 7,107.51 18.00% 

公司合同资产均为建造合同按照完工进度已确认收入，但业主暂未办理结算而形成



的合同资产。合同资产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

损失计量损失准备。对于已出现明显减值迹象的合同资产，公司采用单项计提方式，根

据预期可收回现金流单独测算预期信用损失；当单项合同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取得评估

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合同资产划分不同账龄组合，在

账龄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2021 年度，公司合同资产均为按照账龄组合方式

确认预期损失率，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会计师回复： 

我们在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上述事项执行了相应的审计程序，主要

为： 

（1）了解和评价与其他非流动资产、无形资产、合同资产减值相关内控的有效性； 

（2）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了解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及原因； 

（3）取得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明细表，检查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4）实地查看、监盘重要项目施工现场； 

（5）核实项目开展情况、资产运营状况，并分析资产减值计提的合理性。 

经过核查，结合公司上述回复的情况，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各项资产减值与涉及的主

要项目情况相符,相关减值准备计提是合理的。 

（2）有关资产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及判断依据，前期是否存在减值计提不及

时的情形； 

公司制定了《资产减值管理制度》，每个资产负债日，公司根据会计准则及上市公

司制度要求，组织各部门对各类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对确已发生减值的各项资产依据资

产类型、金额大小等报经相关决策层审批后计提相应减值损失。 

①其他流动资产减值 

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两个项目均为在建 PPP 项目，由于公司项目融资

未到位，项目推进缓慢，目前均处于停工状态。公司考虑项目违约损失、处置费用等，

计提减值准备。两个项目在以前年度已出现减值迹象，并计提了相应减值准备。公司居

于自身情况，近两年来公司一方面积极试图引入战略投资方，恢复公司资信，并借助新

股东资源商讨未来融资方案，力图推进项目继续建设；另一方面也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探



讨股权转让或提前终止，以缓解项目建设压力。 

2021 年以前计提减值准备依据：a、2020 年，公司就“雷州市村级生活污水处理 PPP

项目”后续建设事宜与战略投资方已达成初步方案，一旦引战工作取得进展，项目则可

以继续施工建设，未来认可取得运营收益，当时公司评估采用项目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的方法计算，考虑项目工期延发，运营期缩短，未来收益下降，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b、“昭平县桂江一江两岸景观带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则是积极跟当地政府及投资方

协商股权转让事宜，公司考虑一旦项目转让，已完工部分工程量存在评估价值减少，并

发生相关处置费用，据此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2021 年计提减值准备依据：本期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工作进展并不如预期，经营

亏损进一步扩大，并且已在资产负债日后启动相关预重整工作。a、“雷州市村级生活污

水处理 PPP 项目”由于战投引进不及预期，项目难于继续推进建设，2021 年公司已收到

雷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解除合同通知书》，强调企业没有实缴注册资本金、没有履

行融资义务，迟延履行主要责任，已构成项目违约。公司及项目公司其他股东与政府方

就此进行多次沟通，暂未能就解除项目合同后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公司充分考虑

项目终止风险、违约金风险、处置费用等，经过评估测算计提相应减值准备；b、“昭平

县桂江一江两岸景观带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股权转让因客观原因未能协商完成，

2021 年昭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公司及项目合同的各方共同签署《关于昭平县桂

江一江两岸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PPP项目终止投资决算审计委托协议》。截至资产负债日，

该项目尚未完成终止投资决算审计，各方未能对项目终止后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公司充分考虑项目终止风险、违约金风险、处置费用等，经过评估测算计提相应减值准

备。 

②无形资产减值 

公司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两个项目均为本年新增计提减值损失，以前年度未发生减

值损失情况。主要是本期两个项目均发生客观情况，导致项目预期未来收益率下降，经

评估测算，在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具体减值依据如下： 

a、“荆州市石首城东污水厂（城北污水厂搬迁）建设 PPP 项目”于 2020 年建设完毕

并于年底转运营。当年年底，公司根据合同约定付费条款，结合预估每年运营成本测算

未发生减值情况；2021 年实际运营过程中，运营成本和利息费用较预期均有所增加，

再加上石首项目本身由于投标阶段收益率较低，本期政府又根据对投标阶段部分咨询单



位未处理问题的督查意见，与公司调整了项目收益边界条件，导致公司运营收入有一幅

度的减少。2021 年经评估测算计提了相应减值准备。 

b、“榆林区红墩污水厂项目”2017 年建设完毕转运营。公司按合同约定付费、保底

条款和提供的服务确认营业收入，每年均对项目进行评估测算，未发生减值情况。榆林

红墩项目为工业废水处理项目，由于原协议中未明确约定污水处理产生的危废中所含盐

分比例，以及盐分超标后的处理责任权属，业主据此一直未支付项目保底水量超实际处

理量的污水处理费。为了推进项目正常运营，减少公司损失，公司与业主沟通达成一致

意见，由公司承担项目分盐处理，业主则支付所欠保底水费，用于支持分盐设备采购、

安装及施工。2021 年公司为此新投入了相关各类成本，导致项目资产原值增加 4000 余

万元，预估未来收益率下降。2021 年经评估测算计提了相应减值准备。 

③合同资产减值 

2021 年公司合同资产预期信用损失条件和计算方法未发生变化，根据合同资产账

面金额按账龄组合计提相关减值准备。 

综上所述，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时点及依据均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前期减值计提

不及时的情形。 

会计师回复： 

我们在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上述事项执行了相应的审计程序，主要

为： 

（1）了解和评价公司资产减值相关内控制度，查阅公司《资产减值管理制度》具

体规定； 

（2）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了解有关资产资产减值迹象出现的时点

及原因； 

（3）复核有关资产前期及本期减值计提情况及依据。 

经过核查，结合公司上述回复的情况，我们认为公司有关资产减值迹象出现时点的

判断合理，前期不存在减值计提不及时的情形。 

（3）对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主要参数选取及依据，主要参数相比

往期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及原因，说明减值计提金额是否准确、恰当。 



①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 

本期公司对于在建项目评估测算方式有所变化，其中“雷州市村级生活污水处理

PPP 项目”由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变为采用成本法对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计量；

“昭平县桂江一江两岸景观带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前后均采用成本法对资产的公允

价值进行评估计量，但本期考虑项目违约金损失（方法转变判断依据见第二问回复），

其他参数选取无变化。 

由于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在建 PPP 项目）目前不存在销售协议价格，也不存在类

似的资产活跃市场，无法取得同行业类似资产最近的交易价格。又因为受公司流动性资

金紧张、融资能力下降等因素影响导致部分项目停工或终止，对于终止项目无法取得经

企业管理层批准的未来预测数据资料，故不适合选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的方法对

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进行测算。经公司管理层与评估机构沟通，将按照资产的最佳经济

使用前提，采用成本法途径对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计量，并按此方法确定的公允价

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来确定资产的可回收价值。 

计算公式为：可回收价值=公允价值-处置费用-项目违约金。 

在建工程基本不存在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项目损失系承担的与

项目直接相关的损失金额，主要系 PPP 协议中的项目终止条款导致，可以量化，交易

拍卖费用、中介费用可以测算，故适合采用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测算可回收价值。 

a、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

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对于在建工程的公允价值的计算本次采用成本法计

算。按照资产准则的规定，考虑评估对象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以及项

目损失金额。对于建设期提前项目终止的，根据项目 PPP 协议，参照补偿条款确定项

目的损失金额。 

即：公允价值=重置成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项目损失 

b、处置费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处置费用是指可以直接归属于资产处置的增量成本，包

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搬运费以及为使资产达到可销售状态所发生

的直接费用等，但是财务费用和所得税费用不包括在内。本次评估根据资产组的实际情



况，处置费用主要考虑了相关交易拍卖费用、中介费用。 

c、项目违约金 

如评估存在项目建设违约和融资违约行为，且与在建工程相关，需考虑项目建设违

约金和融资违约金，根据 PPP 协议中的违约条款进行测算。 

经评估测算，公司 2021 年其他非流动资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34,360.54 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账面金额 

预计可回收

金额现值 

计提减值准

备 

1 雷州市村级生活污水处理 PPP 项目 29,338.47 16,575.00 12,763.47 

2 
昭平县桂江一江两岸景观带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 
21,597.07  21,597.07 

合计 50,935.54 16,575.00 34,360.54 

②无形资产减值 

本期公司对无形资产-特许经营权评估测算方式无变化，前后均采用资产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其中预测期经营数据根据各项目现有实际情况预

估；使用的折现率是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无风险报

酬率+特许经营权特定风险报酬率），税前折现率较前期无明显变化。 

公司“无形资产-特许经营权”是指由权力当局授予个人或法人实体的一项特权，由

于特许经营权的特殊性，不存在类似的资产活跃市场，亦无法取得同行业类似资产最近

的交易价格，因此无法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得出特许经营权的公允价值。因此采用以该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 

本次对无形资产-特许经营权选用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基本公式为： 

P =∑
𝐹𝑖 − 𝐴

(1 + 𝑟)𝑖

𝑛

𝑖=1

+
B

(1 + 𝑟)m
− 𝐶 

其中： 

P：特许经营权的可回收价值； 

Fi：委估标的产权持有单位息税前现金流； 

r：税前折现率； 

A：有形资产贡献现金流，有形资产总额×有形资产贡献率； 

n：指从评估基准日至特许经营权到期的时间； 



B：期末营运资金回收； 

m：指从评估基准日至期末营运资金回收时间。 

C：初始营运资金，特许经营权对应的营运性流动资产-特许经营权对应的营运性流

动负债。 

经评估测算，公司 2021 年无形资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7,228.08 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账面金额 

预计可回收金

额现值 

计提减值

准备 

1 
荆州市石首城东污水厂（城北污水厂搬迁）建

设 PPP 项目  
11,212.32 8,180.00 3,032.32 

2 榆林区红墩污水厂项目  40,575.76 36,380.00 4,195.76 

合计 51,788.08 44,560.00 7,228.08 

③合同资产减值 

公司合同资产均为建造合同按照完工进度已确认收入，但业主暂未办理结算而形成

的合同资产。合同资产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

损失计量损失准备。对于已出现明显减值迹象的合同资产，公司采用单项计提方式，根

据预期可收回现金流单独测算预期信用损失；当单项合同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取得评估

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合同资产划分不同账龄组合，在

账龄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 2021 年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算方式及各项参数选取无变化，截止到 2021 年

年底合同资产减值准备余额 6,063.35 万元，较期初冲回 1,044.17 万元，计算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区间 账面金额 预期信用损失率 减值准备 

1 年以内 11,266.81 6.01% 677.14 

1-2 年 8,926.59 11.42% 1,019.42 

2-3 年 7,148.77 23.98% 1,714.27 

3-4 年 1,771.12 51.15% 905.93 

4-5 年 1,420.65 87.76% 1,246.76 

5 年以上 499.83 100.00% 499.83 

合计 31,033.77 19.54% 6,063.35 

综上所述，公司对相关资产评估方式、计算过程以及参数选取均经公司管理层和中

介服务机构沟通确认，并出具相关评估报告（除合同资产减值外），计提各项减值金额

是准确、恰当的。 



会计师回复： 

我们在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上述事项执行了相应的审计程序，主要

为： 

（1）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相关资产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 

（2）取得公司相关资产减值测试计算表并检查计算准确性；  

（3）取得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评估报告，与估值专家讨论估值方法运用的适当性，

主要参数选取的合理性并对计算过程实施复核； 

（4）分析本期及往期相关资产减值测算方法、主要参数选用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5）重新计算合同资产预期信用损失率，复核相关资产减值计提金额准确性。 

经过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主要参数选取及依

据合理，减值计提金额准确、恰当。 

 

4. 年报披露，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2890.18 万元，本期增加 2,842.18 万

元，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557.27 万元，主要是公司参股企业 AquaporinA/S 于 2021

年上半年在纳斯达克哥本哈根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根据现有持股比例和持有意图，将

其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2020 年年报公司披露称在 AquaporinA/S 派驻一名董事，

公司子公司为其三大股东之一，重大事项需股东一致同意方可通过，据此认为对

AquaporinA/S 具有重大影响，采用权益法核算。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交易性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确认依据；（2）结合 AquaporinA/S 上市前后，公司的直接

及间接持股比例、派驻董事的权利以及股东权利的变化情况，说明上述资产重分类的依

据是否充分，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公司回复： 

（1）上述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确认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持有期间其公允价值变动直

接计入当期损益。由于 AquaporinA/S 已在纳斯达克哥本哈根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

以通过公开市场直接取得期该股票交易价格。资产负债日，公司根据持有 AquaporinA/S

股票数量以及证券交易所期末股票收盘价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公允价值与账

面余额差额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021 年，公司持有 AquaporinA/S 股票公允价值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元 

日期 持股数量 
收盘价（丹

麦克朗） 

公允价值（丹麦

克朗） 

公允价值（人民

币） 

报告期累计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2021-6-28 268125 160 42,900,000.00 44,474,430.00  

2021-6-30 268125 170 45,581,250.00 47,117,338.13 2,642,908.13 

2021-9-30 268125 146 39,146,250.00 39,608,175.75 -4,866,254.25 

2021-12-31 268125 111 29,761,875.00 28,901,756.81 -15,572,673.19 

（2）结合 AquaporinA/S 上市前后，公司的直接及间接持股比例、派驻董事的权

利以及股东权利的变化情况，说明上述资产重分类的依据是否充分，相关会计处理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博天环境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2014 年投资 AquaporinA/S，

持股比例为 5%，并派有一名董事，参与被投资企业经营政策的指定。同时根据投资协

议，重大事项需股东一致同意方可通过，本公司已达到对被投资企业施加重大影响，对

其采用权益法核算。投资期间，AquaporinA/S 几次吸收新投资者入股，公司持股比例逐

年下降，截止到 2021 年 6 月被投资企业上市前，公司持股比例为 3.17%。 

2021 年 6 月 28 日，AquaporinA/S 在纳斯达克哥本哈根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

代码为 AQP。AquaporinA/S 上市后，修改相关章程和协议，“公司重大事项需股东一致

同意方可通过”的规定已经废止；同时调整了公司管理层及决策机构，公司已不在董事

会占有席位，已不再参与公司治理及相关经营决策。因此已不构成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

大影响，不再按权益法核算。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应当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①取得该金融资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②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

工具组合的一部分，具有客观证据表明企业近期采用短期获利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

③属于金融衍生工具。 

公司持有的 AquaporinA/S 股票可以随时在股票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经公司管理层

判断，公司并无长期持有该公司股票意图，可根据实际情况随时交易股票，以获取相关

利益。且满足交易性金融资产以下特征：①企业持有的目的是短期性的，即在初次确认

时即确定其持有目的是为了短期获利；②该金融资产具有活跃的市场，其公允价值能够

通过活跃市场获取；③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间不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因此公司将其划

分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核算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会计师回复： 

我们在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上述事项执行了相应的审计程序，主要

为： 

（1）取得并检查 AquaporinA/S 的投资协议、章程； 

（2）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 AquaporinA/S 交易所上市情况； 

（3）了解并检查 AquaporinA/S 上市前后公司持股比例、派驻董事及股东权利的变

化情况； 

（4）通过网络查阅股票公允价值变动情况，并计算公允价值变动金额； 

（5）结合公司投资持股比例、持有意图、享有权利等分析相关会计处理的准确性。 

经过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上述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确认准确，资产

重分类的依据充分，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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