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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专项回复 

大信备字【2019】第 1-00585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关于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

实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716 号）已收悉。作为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的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

对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提及的发行人有关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将核查情况予以说明。 

二、请发行人进一步完善招股说明书以下信息披露内容：（1）进一步说明公司

主要在建工程“污水处理膜滤系统成套设备项目” 投入使用的时间以及未转为固定资

产的原因及合理性，论证其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保

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的在建工程“污水处理膜滤系统成套设备项目”已于 2019 年 8月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手续，当月已投入使用并转入固定资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应用指南第一条（二）：“已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估计价值确定其成本，并计提折旧；待办理

竣工决算后，再按实际成本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但不需要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污水处理膜滤系统成套设备项目”已完成厂房及其附属设施

的建设，已办理项目立项、环评备案和环保验收，正在组织竣工验收工作。在建工程项目已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实际投入使用。因此，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于 2019

年 8 月将该项目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污水处理膜滤系统成套设备项目”尚未完成建设，因此，未

转为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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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的在建工程“污水处理膜滤系统成套设备项目”于 2019 年 8 月完工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并投入使用，转为固定资产。2019 年 6 月 30日由于未完成建设，列示为“在建

工程”，未转为固定资产原因合理，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申报会计师核查流程及意见： 

收集了在建工程立项文件及可行性研究文件、环评备案及验收文件等，核查了材料入库

及领用单据、土建成本计量单据及付款单据等，并执行了现场察看程序。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2019 年 6 月末发行人在建工程“污水处理膜滤系统成套设备

项目”未转为固定资产的原因合理，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三、请发行人以典型项目为例，进一步定量分析说明公司核心技术如何降低

项目成本、提高毛利率，相关披露的依据是否充分。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3-1-1以典型项目为例，进一步定量分析说明公司核心技术如何降低项目成本、

提高毛利率，相关披露的依据是否充分 

一、公司核心技术降低项目成本、提高毛利率的定量分析说明 

公司核心技术膜通用平台技术可以实现行业内多数厂家膜元件在通用平台装

备中的通用互换以及单体装备大型化，降低了水厂的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膜防

污染技术，能维持系统稳定性，可以有效控制膜污染问题，提高膜系统运行效率，

延长了膜寿命；水厂双胞胎-实施管理平台可实现工程项目的效率提升、质量把控、

成本节约和风险控制。上述核心技术的有机结合能够有效降低项目建设和运营成

本，提高项目毛利率。具体分析如下： 

1、膜通用平台装备技术 

膜通用平台装备作为单体装备可以替代多达几十支膜元件的复杂系统，使得

单套装备处理规模增加、连接件数量减少，占地面积减少，从而降低系统建设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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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通用平台装备有三个系列产品，包括经典风系列、未来星系列和水晶宫系列。

下面将通过典型项目为例对经典风装备、未来星装备与其它膜厂家专用膜装备进行定

量分析（水晶宫装备暂未大规模应用，故不进行定量分析）。 

（1）经典风装备与其它膜厂家专用膜装备对比分析 

以深圳横岭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改造项目为典型案例（该项目是深圳市重点民

生工程之一，出水水质达到地表水准Ⅳ类标准，以下简称“横岭项目”）进行分

析。 

①横岭项目应用膜通用装备的概况 

横岭项目为处理规模 20万吨/日的超滤项目，使用了 10套经典风超滤膜装备，

单套膜装备产水量 20,000 吨/日。 

②对比量化分析 

以横岭项目和其他类似项目中未使用核心技术部分的成本数据作为计算依据。 

公司类似项目—太湖流域出水水质达到地表水准 III 类标准的市政再生水厂—

江苏无锡新城再生水项目（17 万吨/日，简称“无锡项目”），该项目与横岭项目

都采用了类似的超滤工艺技术，且建设时间比较接近，具有可比性。 

无锡项目使用了 16 套主供膜通用平台装备（经典风）和 4 套副供第三方国际

知名膜厂家（日本东丽）专用膜装备，膜厂家专用膜装备的单套产水量为 8,500 吨

/日。将膜厂家专用膜装备模拟应用到横岭项目，实现 20 万吨/日的处理规模，则

需要使用 24 套。 

针对横岭项目，使用公司膜通用平台装备经典风系列和使用膜厂家专用膜装

备的具体成本数据对比如下： 

项目 
使用膜通用平台装备经典风 

系列 

使用膜厂家专用膜 

装备 

需要的膜装备（套） 10 24 

单个膜装备成本(万元) 42.76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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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使用膜通用平台装备经典风 

系列 

使用膜厂家专用膜 

装备 

膜装备部分成本合计（万元，不含膜） 427.60 752.40 

占地面积（m2） 约 400 约 1,000 

从上表可看出，使用膜厂家专用膜装备成本约为 752.40 万元，而采用公司膜

通用平台装备经典风系列的成本为 427.60 万元，膜装备成本(不含膜)节省 324.80

万元，节省比例约 43%，同时大大节约了占地面积。由于横岭项目的总收入为

6,281.63 万元，相当于毛利率提高 5.17%。 

（2）膜通用平台装备-未来星与其它膜厂家专用膜装备对比分析 

以阜新清源污水处理厂再生回用工程项目为典型案例（该项目为辽宁大型市政

污水回用电厂冷却用水项目，以下简称“阜新项目”）。 

① 阜新项目应用膜通用平台装备的概况 

阜新项目采用了处理规模 3.4 万吨/日的超滤膜装备+处理规模 0.6 万吨/日反渗

透膜装备项目，最终勾兑水量为 3.2 万吨/日，项目总共采用 4 套膜通用平台装备-

未来星，单套膜装备产水量为 8,500m
3
/d；每套装备采用 2 个膜容器，每个膜容器

连接件数量为 4 个，总计 8 个膜容器，连接件总数为 8 个。 

② 对比量化分析 

以下分析以阜新项目和上述无锡项目中膜厂家专用膜装备的项目成本数据作

为依据。 

膜厂家专用膜装备：无锡项目中单套膜装备产水量为 8,500m
3
/d，总共采用 4

套膜装备，此部分超滤工艺处理量为 3.4 万吨/日；每套装备采用 130 个膜容器，

每个膜容器连接件数量为 4 个；总计 520 个膜容器，连接件总数为 2,080 个。 

针对阜新项目，使用公司膜通用平台装备-未来星系列和使用膜厂家专用膜装

备的具体成本数据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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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使用膜通用平台装备-未来星

系列 

使用膜厂家专用膜 

装备 

需要的膜装备（套） 4 4 

膜容器数量(个) 8 520 

连接件数量(个) 8 2,080 

单套膜装备成本(万元） 22.93 31.35 

膜装备部分成本合计（万元，不含膜） 91.72 125.40 

占地面积（m2） 约 100 约 200 

从上表可看出，使用膜厂家专用膜装备成本为 125.40 万元，而采用膜通用平

台装备未来星系列的成本为 91.72 万元，膜装备成本(不含膜)节省 33.68 万元，节

省比例约 27%，同时也大大节约了占地面积。对应阜新项目超滤部分的总收入约

为 1,562.56 万元，相当于毛利率提高约 2.16%。 

由于项目规模不同，使用的膜通用平台装备数量不同，膜装备成本(不含膜)

节省比例会有所不同。总体上，采用公司膜通用平台装备可以使膜装备成本(不含

膜) 减少约 20～40%。 

2、膜防污染技术 

膜防污染技术是一种通过智能加药降低超滤膜污染的技术。膜系统运行过程

中，随着过滤时间的增加，膜会逐渐污堵，跨膜压差（TMP）逐渐增加，需要通

过反洗、化学清洗等降低跨膜压差，恢复膜的性能。而膜的使用寿命与化学清洗

的酸、碱、氧化剂浓度和浸泡时间的乘积成反比，累积浸泡时间越长、浸泡浓度

越高，膜的使用寿命越短。 

膜防污染技术可根据项目水质等情况，针对性选择配方药剂，预防膜污染，

降低膜系统的化学清洗频率，从而延长膜元件的寿命，提高膜系统运行效率。 

以大庆东风水厂项目（以下简称“大庆项目‖）和横岭项目作为典型案例，对

膜防污染技术降低项目成本进行量化分析如下： 

（1）大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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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项目采用膜通用平台装备经典风系列及膜防污染技术，根据大庆项目的

数据（如下图所示），启用膜防污染技术和未启用膜防污染技术的系统跨膜压差

变化区间分别为 0.18-0.3bar 和 0.2-0.74bar；膜防污染技术可使系统跨膜压差降低

0.02-0.44bar，降低比例为 10-59%。由于运行压差的降低，减少了化学清洗次数，

从而延长了膜的使用寿命。目前，大庆项目的膜使用寿命已超过 6 年。 

未启用膜防污染技术时的跨膜压差随时间变化曲线示意图： 

 

 

启用膜防污染技术时的跨膜压差随时间变化曲线示意图： 

 

（2）横岭项目 

根据横岭项目的数据（如下图所示），启用膜防污染技术和未启用膜防污染

技术情况下系统跨膜压差一段时间内变化区间分别 0.3-0.5bar 和 0.4-0.7bar；膜防

污染技术可使系统跨膜压差降低 0.1-0.2bar，降低比例为 25-30%。由于运行压差的

降低，减少了化学清洗次数，从而延长了膜的使用寿命。 



关于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专项回复 

8-2-7 

未启用与启用膜防污染技术时的跨膜压差随时间变化曲线示意图对比（左图

为未启用，右图为启用） 

  

如上所述，膜防污染技术可以降低系统跨膜压差，减少化学清洗频率，延长

膜寿命。根据膜材料、膜品种、生产厂家及使用情况的不同，膜生产厂家通常为

膜元件提供 3-5 年无条件寿命担保。采用公司膜防污染技术等核心技术的项目，

已建成投产六年以上的项目膜使用寿命均达到 6 年以上，最长的已超过 8 年。 

由于换膜成本占直接运行费用（药费、电费、膜成本）的 50%左右，采用公

司的膜防污染技术将膜寿命延长 1 倍，相当于直接运行费用降低约 25%。 

3、水厂双胞胎-实施管理平台 

“水厂双胞胎”是由公司开发的数字化项目管理平台，可以在向客户交付实

体水厂的同时，提供数字水厂。 

水厂双胞胎-实施管理平台，是公司利用 BIM 设计的信息化及可视化的优点所

开发的，具备到货扫码签收及精准定位、现场安装进度跟踪控制、对项目现场进

行远程监控及管理的功能；建设过程的信息更新到平台上，集合了设计信息、采

购信息、到货、安装及调试等信息，实现项目实施质量和工期可控、数据可追溯、

建设过程数字化管理。该技术主要通过缩短实施周期、提高管理效率，提高设计

精度、提升项目质量来降低成本。 

（1）缩短实施周期、提高管理效率 

以公司采用水厂双胞胎技术的横岭项目和未采用该技术的北京清河再生水厂

二期项目（设计规模为 18 万吨，以下简称―清河项目‖）为典型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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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岭项目自 2018 年 7 月开始实施，2018 年 8 月底完成设备安装，2018 年 10

月底完成系统调试，实施周期为 3.5 个月；清河项目 2012 年 5 月开始膜系统实施，

2013 年 3 月完成设备安装，2013 年 5 月底完成系统调试，实施周期为 12 个月。

比较上述两个项目，使用水厂双胞胎技术可以有效缩短实施周期。由于实施周期

缩短，带来项目人工成本、项目管理费用、分包费用等成本的减少，从而降低了

项目成本。 

（2）提高设计精度，提升项目质量 

水厂双胞胎技术在设计阶段搭建可视化模型，直观便捷检测碰撞冲突，消除

设计中的“错漏碰缺”，从而减少现场施工变更的发生。此外，由于设计深度达到

螺栓、垫片级别，避免了设计漏项；同时材料清单自动生成，减少了人工统计误

差，带来了施工精度的提高，减少了现场中的电缆、管材等材料的损耗和浪费，

节约了项目的材料成本。根据刊登在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出版的期刊《工程领导

和管理》（2011 年 7 月第 11 卷第 3 期）的《建筑工程施工行业应用 BIM 的趋势、

优势、风险和挑战》的统计数据，建筑工程行业使用 BIM 的项目，变更减少可达

到 40%。水厂双胞胎技术用数字化手段全过程控制项目的实施，从而保证公司项

目的质量和一致性。 

水厂双胞胎技术可以有效降低项目成本，提高毛利率。自 2016 年以来，公司

已在绵阳燕儿河供水项目、吴忠市城市供水水质提标改造工程、横岭项目等多个

项目采用了水厂双胞胎技术。 

综上所述，公司的核心技术可以有效的降低项目建设成本，从而提高项目毛

利率。 

二、相关披露的依据是充分的 

招股说明书中核心技术可降低项目成本等的相关披露，主要依据是公司典型

项目实际采购合同、实际运行的真实数据和测算结果，以及中国膜工业协会的评

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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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膜通用平台装备能够降低系统建设成本，系主要根据公司膜通用平台装备

经典风系列、未来星系列产品在实际项目应用中的设计、成本相关采购合同以及

对比其他膜厂家专用装备设计、成本相关采购合同所计算得出的结果；膜防污染

技术可延长膜寿命，系主要根据实际项目运行中启用膜防污染技术与未启用膜防

污染技术时的运营数据对比结果，以及公司过往执行项目中膜实际使用寿命与膜

厂家通常担保使用寿命的对比情况；水厂双胞胎-实施管理平台可现了建设过程数

字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降低成本，系主要依据公司水厂双胞胎-实施管理平台

实际运行所带来的效果。 

中国膜工业协会对公司核心技术出具了评审意见，如自主研发的膜通用平台

技术，“可实现多种超滤膜元件的通用互换、单体设备处理规模大型化，有效降

低系统投资和运营成本…..”；膜系统应用技术（包括膜防污染技术），“能针对

不同进水水质，有效控制膜污染，提高膜系统处理效率”；膜系统运营技术（包

括水厂双胞胎–运营管理平台），“可以实现数字化运营和智慧化运行管理”，这

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项目的精细化管理，提高盈利能力。 

因此，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及问询回复中就核心技术降低成本、提高毛利率的

相关披露的依据是充分的。 

3-1-2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申报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 

（1）通过对业务和核心技术人员进行访谈，实地查看项目现场，了解公司核

心技术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毛利率； 

（2）查看项目合同、招投标技术文件等资料，了解项目采用核心技术情况； 

（3）查看材料采购合同、预计成本表、水厂实际运营纪录、财务明细账等资

料，了解成本构成情况； 

（4）对发行人提供的成本量化分析数据进行复核检查等。 

2.核查结论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核心技术可以有效降低项目成本，提高毛

利率，相关披露的依据是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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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对已发生尚未结算的成本暂估入账的业务流程、内

控措施、会计核算、相关数据真实可靠性，对外分包项目成本的核算方法，期末

分包项目成本、进度等的获取方式、内控措施，中介机构对相关数据真实、准确、完

整的核查方法、获取证据及充分性。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1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对已发生尚未结算的成本暂估入账的业务流程、内

控措施、会计核算、相关数据真实可靠性，对外分包项目成本的核算方法，期末

分包项目成本、进度等的获取方式、内控措施，中介机构对相关数据真实、准确、

完整的核查方法、获取证据及充分性。 

一、关于已发生尚未结算的成本暂估入账、对外分包项目成本等情况的说明 

公司装备及技术解决方案业务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材料、配套土建及安装、设计服务、人

工及其他直接费用。公司通常与供应商或分包商办理结算后，由供应商或分包商按照结算金

额开具相应金额发票。已发生尚未结算的成本主要为成本已经发生但尚未收到供应商或分包

商发票，公司按照合同金额暂估入账。公司大部分采购或分包合同金额与最终开票结算金额

基本一致，所以，暂估调整的情况较少。发生成本暂估入账情况的成本类型主要为设备材料

成本和土建安装分包成本，这两类成本的业务流程、内控措施及相关会计处理具体如下： 

1．直接材料设备成本。项目承揽后，设计部门根据甲方要求设计工程图纸，确定所需采

购设备及预算清单，将采购清单交由采购部门负责采购，所采购设备根据现场施工情况及进

度由供应商直接运抵项目现场。设备材料到货后，项目现场经理进行签收，并组织业主、监

理进行开箱验收，验收无误后进行安装，由现场经理、买方或监理单位对到场验收单进行签

章。验收后现场经理将设备材料到场验收单据，传递给公司采购部门，由采购部门进行设备

材料到货验收登记和确认，并将相关单据传递给财务部相关会计，财务会计依据设备材料到

场验收单，及对应的合同、发票进行相关会计处理，按照该批设备材料的发票不含税金额，

计入工程施工-成本科目。如果该批设备材料的发票尚未收到，财务会计根据合同约定的金额

和税率计算不含税金额后据此进行成本暂估，计入工程施工-成本科目，在实际收到发票时，

再根据发票上的不含税金额对暂估金额进行调整确认。 

2．配套土建及安装分包成本。公司承揽的项目如包含土建及安装内容，公司通常将该部

分业务分包给相关施工单位。分包单位与公司按期进行项目工程量进度的确认，由分包单位

提交工程量进度单，项目组及工程部对工程量进度单进行核对确认，核对无误后，双方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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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进度确认单上签章。工程部将双方签章后的分包进度确认单，提供给财务部相关会计。报

表日，财务会计根据公司与分包单位签章确认的分包进度确认单，及对应的合同、发票进行

相关会计处理，计入工程施工-成本科目。如果对应的进度发票尚未收到，财务会计根据合同

约定的总金额、进度比例以及合同约定税率计算确定对应进度的不含税金额，据此进行成本

暂估，计入工程施工-成本科目，在实际收到发票时，再根据发票上的不含税金额对暂估金额

进行调整确认。 

二、中介机构对相关数据真实、准确、完整的核查方法、获取证据及充分

性 

针对上述两类成本，中介机构通过以下核查方法及获取证据来确保相关数据真实、准

确、完整： 

（1）获取相关内控制度，对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结合实际业务情况判断内控措施的有

效性； 

（2）获取暂估入账成本及分包成本相关的主要合同、发票、到场验收单、分包进度确认

单等资料，重新计算相关成本，并与账面金额进行核对；  

（3）对主要的供应商和分包商进行走访； 

（4）对大额应付账款、采购额实施函证程序。 

（5）对主要项目进行现场勘察，并对报表日项目进度向客户实施函证程序。 

在上述核查方法中，发行人按中介机构要求全面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确保中介机构的

核查方法及获取证据是充分的。发行人已发生尚未结算的成本、对外分包项目成本等会计核

算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内控制度设计合理并得到有效执行，相关成本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可以得到确认。 

4-2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收集与暂估入账成本及分包成本相关的内控制度，根据相关内控制度复核相关成本、

采购是否按照内控制度执行，确认相关内控制度的有效性； 

（2）核查发行人招投标、分包有关项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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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取大额采购合同，将到场验收单中直接材料明细与采购合同中材料清单进行核对，

重新计算该部分直接材料计入成本的金额； 

（4）获取大额分包合同，并获取分包项目工程进度确认单，重新计算分包项目成本金额； 

（5）获取项目实际发生成本及其他费用相关附件，对项目实际成本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进

行核查； 

（6）对主要的材料供应商、分包供应商进行走访，了解发行人与供应商的合作模式、采

购相关的数据等； 

（7）对大额应付账款及大额采购额实施函证程序，并获取合理保证的回函； 

（8）对主要项目进行现场勘察，查看项目进度情况，并对报表日项目进度向客户实施函

证程序。 

2．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成本暂估入账的会计核算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内控制度设计合理并得到

有效执行，相关数据真实可靠； 

（2）发行人对外分包的核算方法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内控制度设计合理并得到有效

执行，期末分包项目成本和进度核算准确； 

（3）对相关成本数据真实、准确、完整的核查所获取证据是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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