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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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何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婉如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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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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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91,976,836.32 21,583,010,928.64 1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30,435,388.19 5,709,424,504.05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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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09,145.55 -553,148,9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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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706,491.19 1,629,266,795.42 -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830,038.49 104,514,090.92 -3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206,962.52 87,622,605.17 -42.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 2.05 减少 0.9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0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0 -40.00 

2020年一季度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2.81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4.51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比上年同期有大幅增加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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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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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58,06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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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3,337.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5,110.57  

所得税影响额 -3,320,148.64  

合计 17,623,0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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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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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净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193,375,544 18.09 0 质押 176,310,926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龙岩市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 
86,498,633 8.09 0 质押 33,000,000 国有法人 

西藏阳光泓瑞工贸有

限公司 
44,310,030 4.14 0 质押 44,310,03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林荣    43,671,559 4.09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西藏阳光瑞泽实业有

限公司 
30,019,418 2.81 0 质押 30,019,418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南方全维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17,026,864 1.59 0 质押 14,112,725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王翔宇   9,713,428 0.91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华润信托·捷昀 2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824,106 0.83 0 无 0 其他 

龙岩市电力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8,632,545 0.81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龙岩市海润投资有限

公司 
8,406,785 0.79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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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93,375,544 人民币普通股 193,375,544 

龙岩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86,498,633 人民币普通股 86,498,633 

西藏阳光泓瑞工贸有限公司 44,310,030 人民币普通股 44,310,030 

林荣   43,671,559 人民币普通股 43,671,559 

西藏阳光瑞泽实业有限公司 30,019,418 人民币普通股 30,019,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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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南方全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7,026,864 人民币普通股 17,026,864 

王翔宇  9,713,428 人民币普通股 9,713,428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

托·捷昀 2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824,106 人民币普通股 8,824,106 

龙岩市电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8,632,545 人民币普通股 8,632,545 

龙岩市海润投资有限公司 8,406,785 人民币普通股 8,406,78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西藏新阳光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龙净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100%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 18.09%的股权。福建

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阳光瑞泽实业有限公

司及西藏阳光泓瑞工贸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74,329,4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95%，合计持有本公司

总股本的 25.04%。 

(2)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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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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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本年数   期初数/上年数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4,572,669,434.44   2,719,988,732.28   68.11  
本期发行可转债收到现金所

致 

应收票据  254,303,506.04   509,368,913.68   -50.07  
本期大票拆小票质押的票据

减少所致 

预付账款  626,870,369.84   370,986,869.29   68.97  
预付材料款、安装工程款增

加所致 

合同资产  1,395,807,707.43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动影响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3,970,445.08   70,724,136.39   32.87  
增值税借方余额重分类增加

所致 

长期应收款  67,405,641.40   98,238,394.69   -31.39  会计政策变动影响所致 

开发支出  16,753,396.63   11,396,317.02   47.01  
研发支出资本化持续投入所

致 

预收账款    7,105,818,353.79   -100.00  会计政策变动影响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0,109,904.99   152,340,961.29   -67.11  
本期支付上年计提未发放的

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104,387,241.83   235,042,450.69   -55.59  本期缴纳期初应交增值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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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所致 

合同负债  9,063,892,304.18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动影响所致 

应付债券  1,635,797,396.24     不适用  本期发行可转债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  345,374,397.68     不适用  本期发行可转债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4,017,477.82   -2,294,487.53   -275.09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变动

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9,323,706.66   21,595,636.25   -56.83  
本期应纳增值税附加减少所

致 

利息收入  12,382,825.06   4,338,028.88   185.45  本期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01,398.79     不适用  
本期金融工具预期信用损失

报表单列 

资产减值损失    5,067,877.50   -100.00  
本期按账龄计提的坏账准备

冲回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9,123.32   255,242.90   -88.59  
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支出  1,101,564.32   206,527.08   433.38  本期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7,830,038.49 104,514,090.92 -35.10 

因疫情影响，项目现场施工

推迟，一季度结算的收入及

确认的利润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2,509,145.55  
 -553,148,983.24   不适用  

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增加及

购买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2,670,663.96  
 -23,536,558.46   不适用  

本期购建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71,106,964.07  
 651,580,576.56   217.86  

本期发行可转债收到现金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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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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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媚 

日期 2020年 4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