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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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袁兆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四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信

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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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21,226,123.59 15,684,884,602.13 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52,316,505.18 9,227,959,087.60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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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031,480.39 380,816,500.81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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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432,639.92 1,230,359,148.81 2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082,641.04 199,832,958.49 2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7,202,574.49 196,588,474.12 25.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3 2.25 增加 17.2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67 0.1665 24.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67 0.1665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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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1.4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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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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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3,583.0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220,0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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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653.79  

所得税影响额 -220,922.89  

合计 880,06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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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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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659,538,88

9 
54.96  质押 

329,500

,000  

 

国有

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50,893,845 4.24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9,677,800 3.31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25,411,200 2.12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 

9,384,592 0.78  未知  未知 

安信证券－梁日文－安信证

券创赢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330,000 0.61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4,641,020 0.39  未知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五

组合 
4,397,051 0.37  未知  未知 

金春玲 4,107,600 0.34  未知  未知 

金军椋 3,820,347 0.32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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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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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59,538,889 人民币普通股 659,538,88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0,893,845 人民币普通股 50,893,84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9,677,800 人民币普通股 39,677,8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411,2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11,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9,384,592 人民币普通股 9,384,592 

安信证券－梁日文－安信证券创赢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33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中

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641,020 人民币普通股 4,641,02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五组合 4,397,051 人民币普通股 4,397,051 

金春玲 4,107,600 人民币普通股 4,107,600 

金军椋 3,820,347 人民币普通股 3,820,3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皖北煤电集团与其他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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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行次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预付款项 1 61,393,063.52  32,145,327.09        90.99  

其他应收款 2 55,167,216.76  41,528,911.97        32.84  

长期应收款 3 150,000,000.00  -     不适用  

使用权资产 4 170,568,386.84  -     不适用  

应付票据 5 65,507,288.60  87,714,754.90       -25.3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 251,333,184.93  101,061,402.77       148.69  

其他流动负债 7 262,348,616.90  451,535,846.20       -41.90  

租赁负债 8     177,328,285.22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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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说明： 

1.预付账款变动说明：预付账款一季度末余额0.61亿元，相比年初增加90.99%，主要系公司预付

材料款增加； 

2.其他应收款变动说明：其他应收款一季度末余额0.55亿元，相比年初增加32.84%，主要系公司

应收往来款增加； 

3.长期应收款变动说明：长期应收款一季度末余额1.5亿元，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恒源融资租赁（天

津）有限公司本期开展售后回租业务，确认的长期应收款（公告编号：2021-004）； 

4.使用权资产变动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下称“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

发布《关于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 号），公司按照要

求自 2021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确认的使用权资

产； 

5.应付票据变动说明：应付票据一季度末余额0.66亿元，相比期初减少25.32%，主要系应付票据

本期到期承付；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变动原因说明：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一季度末余额2.51亿元，相

比期初增加148.69%，主要系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7.其他流动负债变动说明：其他流动负债一季度末余额2.62亿元，相比期初减少41.9%，主要系一

季度末已背书未终止的应收票据减少； 

8.租赁负债变动说明：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确认的租赁负债。 

 

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行次 年初至报告期末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   1,563,432,639.92    1,230,359,148.81        27.07  

营业成本 2     956,221,153.10      752,005,417.33        27.16  

税金及附加 3      46,691,089.21       30,915,276.59        51.03  

销售费用 4      25,088,482.37       14,825,609.60        69.22  

研发费用 5      55,730,096.20                 -     不适用  

财务费用 6      14,653,902.95       24,901,518.39       -41.15  

其他收益 7       1,293,583.05        5,792,334.83       -77.67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8      25,812,813.96        6,871,484.99       275.65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9        -961,438.29       -6,299,556.45   不适用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0         -14,161.45                 -     不适用  

营业外支出 11         383,500.00        2,103,511.18       -81.77  

 

利润表项目变动说明： 

1.营业收入变动说明：一季度营业收入15.63亿元，相比上年同期增加27.07%，主要系公司上期受

复工复产影响，营业收入减少，本期生产经营恢复正常； 

2.营业成本变动说明：一季度营业成本9.56亿元，相比上年同期增加27.16%，主要系公司本期产

量增加、成本增加； 

3.税金及附加变动说明：一季度税金及附加0.47亿元，相比上年同期增加51.03%，主要系公司本

期营业收入增加、税金及附加增加； 

4.销售费用变动说明：一季度销售费用0.25亿元，相比上年同期增加69.22%，主要系公司本期营

业收入增加、一票制运费及装卸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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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发费用变动说明：一季度研发费用0.56亿元，主要系公司上期受复工复产影响，研发项目未

能及时开展； 

6.财务费用变动说明：一季度财务费用0.15亿元，相比上年同期减少41.15%，主要系与上年同期

相比，本期长、短期借款总额减少，且主要为长期借款减少，利息费用减少； 

7.其他收益变动说明：一季度其他收益0.01亿元，相比上年同期减少77.67%，主要系公司本期收

到的政府补助减少； 

8.投资收益变动说明：一季度投资收益0.26亿元，相比上年同期增加275.65%，主要系公司本期确

认的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增加； 

9.信用减值损失变动说明：一季度信用减值损失-96.14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减少533.81万元，主

要系公司应收款项较上年同期期末有较大幅度下降； 

10.资产处置收益变动说明：一季度资产处置收益-1.42万元，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的固定资产损

失； 

11.营业外支出变动说明：一季度营业外支出38.35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减少81.77%，主要系公司

上期对外捐赠支出200万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行次 年初至报告期末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 363,031,480.39  380,816,500.81        -4.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 -105,624,069.96  -126,684,265.23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 127,393,437.51  437,108,364.57       -70.86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说明：一季度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63亿元，相

比上年同期减少4.67%，主要系本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恒源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本期开展售后

回租业务，支付的租赁资产款1.5亿元（公告编号：2021-004）；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说明：一季度末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05亿元，相

比上年同期增加0.21亿元，主要系公司截止一季度末购建固定资产等支付的款项减少；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说明：一季度末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27亿元，相

比上年同期减少70.86%，主要系公司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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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截至 2021年 3月 31 日，诉讼情况如下： 

①2020年 9 月 1 日，安徽省濉溪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淮北健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诉本公司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案，淮北健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诉称本公司所属恒源煤矿将矿门前的任李沟明沟

改变为暗管，导致其承包地 149亩瓜蒌子受淹，要求本公司赔偿损失 2,695,100.00元、承担任李

沟河堤修复费用 105,567.50 元，承担诉讼及评估鉴定费用 40,000.00元。案件已于 2020年 11

月 18日开庭审理，本公司参加庭审并进行了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抗辩，现法院尚未作出一审判决。 

 

②2020年 12月 11日，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20）皖 1302财保 256号，

裁定冻结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祁东煤矿 775,835.00元，期限一年，起因是徐州京都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申请诉前保全。其后，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徐州京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祁东煤矿合同纠纷。经查，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祁东煤矿欠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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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京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因徐州京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提供发票，安徽恒源煤电股份

有限公司祁东煤矿拒绝付款，从而发生纠纷。目前，已与徐州京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代理律师取

得联系，正在协商处理。 

 

③恒源煤电诉安徽新源热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标的额 20,510,000.00元。案件事实：

恒源煤电与安徽新源热电 2015年至 2018年存在煤炭购销合同关系。后双方与恒诚煤电签订了《三

方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安徽新源热电将购煤款支付至恒诚煤电账户，再由恒诚煤电代理结算

并支付货款。后经对账确认恒诚煤电尚有 21,919,838.74元货款未能代为支付。为维护自身权益，

恒源煤电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了安徽新源热电 20,790,000.00元银行存款。目前，埇桥

区法院一审判决安徽新源热电履行支付义务；安徽新源热电在上述判决下达前向法院提交破产申

请，进入破产清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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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袁兆杰 

日期 2021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