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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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礼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肖圣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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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1,599,773.89 4,328,834,722.73 -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32,262,241.45 1,972,578,150.68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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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278,535.58 -191,676,2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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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616,962.71 317,246,413.63 8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468,887.17 46,640,071.00 23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6,381,432.28 38,336,305.78 307.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2 2.75 增加 4.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  0.16 23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  0.16 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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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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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3,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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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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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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727.7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2.74  

所得税影响额 -339,494.95  

合计 2,087,45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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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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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浩鹰 98,100,000 33.65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晖 81,000,000 27.78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励构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8,000,000 6.17 0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7,487,812 2.57 0 未知  未知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3,079,167 1.06 0 无  其他 

邱彩萍 1,308,600 0.45 0 未知  未知 

杨来明 1,180,038 0.40 0 未知  未知 

杨伯晨 1,135,400 0.39 0 未知  未知 

任小林 1,115,000 0.38 0 未知  未知 

张华明 1,001,040 0.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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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浩鹰 98,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8,100,000 

李晖 8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000,000 

上海励构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487,812 人民币普通股 7,487,812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079,167 人民币普通股 3,079,167 

邱彩萍 1,30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8,600 

杨来明 1,180,038 人民币普通股 1,180,038 

杨伯晨 1,135,4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5,400 

任小林 1,1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5,000 

张华明 1,001,040 人民币普通股 1,001,0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李晖、辛浩鹰为一致行动人。李晖担任励构投资执行事务

合伙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上述其他企业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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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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长率 变化原因 

货币资金 865,495,792.30 1,316,539,105.92 -34.26% 主要系本期购买

理财产品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281,728,625.00 20,341,222.22 1285.01% 主要系本期购买

理财产品所致 

应收票据 52,925,057.91 31,596,054.41 67.51% 主要系本期承兑

汇票增加所致 

合同资产 258,113,724.95 195,526,735.48 32.01% 系营业收入增加

所致 

短期借款 29,383,486.74 6,850,823.78 328.90% 系开具银行承兑

汇票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3,287,459.16 90,156,386.44 -74.17% 主要系本期支付

上年末计提的薪

酬及奖金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累计金数 上期累计金数 增长率 变化原因 

营业收入 602,616,962.71 317,246,413.63 89.95% 系完工项目增加

所致 

营业成本 351,553,060.43 215,577,229.93 63.08% 系完工项目增加

所致 

销售费用 26,538,632.93 15,236,021.36 74.18% 系营业收入增加

所致 

管理费用 26,429,605.22 19,943,595.39 32.52% 系日常费用与差

旅费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16,179,264.77 11,295,084.74 43.24% 系职工薪酬增加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542,976.04 -10,746,335.84 不适用 系长账龄款项收

回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6,941,980.22 8,256,695.42 226.30% 系营业利润增加

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累计金数 上期累计金数 增长率 变化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2,230,024.86 -601,080,360.65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购买

理财产品减少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15,886,710.00 -15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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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净额 性股票激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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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晖 

日期 2021年 4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