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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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迟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欧俊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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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443,239,462.86 258,264,128,342.72 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8,016,390,774.36 18,532,119,563.87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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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8,018,230.63 -3,932,229,4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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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4,010,485.28 5,311,505,733.00 2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61,264,242.95 514,386,408.01 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76,325,892.73 513,877,503.64 -7.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11 2.80 增加 0.3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96 0.1456 16.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96 0.1416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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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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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58,8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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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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330,365.9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6,524,065.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19,462.73  

所得税影响额 -4,767,628.43  

合计 84,938,3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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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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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22,143,043 46.86 0 质押 868,71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杨铿 347,499,198 11.45 0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799,649 1.05 0 未知  其他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28,477,296 0.94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刘文洋 19,806,136 0.6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杨苗 14,584,134 0.4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巧龙 13,905,890 0.4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黄建武 13,595,553 0.4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

家价值优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2,328,273 0.41 0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820,070 0.36 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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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22,143,043 人民币普通股 1,422,143,043 

杨铿 347,499,198 人民币普通股 347,499,19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799,649 人民币普通股 31,799,649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8,477,296 人民币普通股 28,477,296 

刘文洋 19,806,136 人民币普通股 19,806,136 

王杨苗 14,584,134 人民币普通股 14,584,134 

张巧龙 13,905,890 人民币普通股 13,905,890 

黄建武 13,595,553 人民币普通股 13,595,55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价值优势一年持

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28,273 人民币普通股 12,328,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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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大健康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0,820,070 人民币普通股 10,820,0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杨铿为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集团”）的实

际控制人，持股比例为 95.04%； 

2、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为本公司用于股份

回购的专用证券账户；除此之外，杨铿和蓝光集团与上述其他七名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情况； 

3、公司未知其他七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

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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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元） 上年度期末（元）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长期应收款 362,673,830.32 273,699,812.07 32.51 信托保障金增加 

应付票据 7,845,011,733.23 5,976,510,564.14 31.26 票据支付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334,735,816.92 585,998,215.21 -42.88 计提的年终奖发放 

报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元） 
上年同期（元）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854,010,485.28 5,311,505,733.00 29.04 较去年同期规模增大 

营业成本 4,940,497,169.78 3,706,222,114.54 33.30 较去年同期规模增大 

财务费用 234,841,219.03 170,258,697.87 37.93 较去年同期融资规模扩大 

投资收益 50,174,163.79 -18,117,804.44 不适用 被投资单位分红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612,419.69 124,576,858.28 不适用 汇率变动 

信用减值损失 -64,366,979.05 3,877,490.39 不适用 规模扩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38,018,230.63 -3,932,229,440.33 不适用 销售规模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83,601,448.53 -600,483,861.96 不适用 处置物业子公司收款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594,293,902.79 4,514,971,782.41 不适用 

融资还款及支付子公司少

数股东股权预付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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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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四川蓝光嘉宝服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转让给碧桂园服务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碧桂园物业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具体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21-018、023、025、026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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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迟峰 

日期 2021年 4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