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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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必信、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建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树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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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93,416,461.22 34,813,209,635.22 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247,387,846.24 15,502,099,261.62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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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029,466.43 169,768,453.83 4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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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7,726,398.56 1,629,412,175.55 7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0,356,039.74 110,704,519.59 39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9,448,823.69 107,910,757.39 409.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9 0.87 
增加 2.62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07 3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07 2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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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414.0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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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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2,96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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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52.57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63,2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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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出 -77,978.0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122.2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9,010.00  

所得税影响额 -455,880.76  

合计 907,2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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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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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178,404,567 66.01 208,540,956 无 0 

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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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165,539,295 9.27 0 无 0 

国有

法人 

南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9,732,112 2.79 0 无 0 
国有

法人 

福建长源纺织有限公司 32,608,695 1.83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方正富邦基金－包商银

行－紫金亿丰（北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32,608,695 1.83 0 质押 32,608,695 未知 

福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21,739,129 1.22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福建）对外贸易中

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982,497 0.84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13,454,493 0.75 0 无 0 

国有

法人 

福建省交通运输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10,869,564 0.61 0 无 0 

国有

法人 

厦门路桥五缘投资有限

公司 
10,869,564 0.61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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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69,863,611 人民币普通股 969,863,611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65,539,295 人民币普通股 165,539,295 

南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9,732,112 人民币普通股 49,732,112 

福建长源纺织有限公司 32,608,695 人民币普通股 32,608,695 

方正富邦基金－包商银行－紫金亿丰

（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2,608,695 人民币普通股 32,608,695 

福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21,739,129 人民币普通股 21,739,129 

中国（福建）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4,982,497 人民币普通股 14,982,497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3,454,493 人民币普通股 13,454,493 

福建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869,564 人民币普通股 10,869,564 

厦门路桥五缘投资有限公司 10,869,564 人民币普通股 10,869,56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福建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

福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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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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主要项目变动及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313,191.77 210,084.20 103,107.57  49.08  
本期借款收到的现金及电量替代

业务现金流入增加 

应收款项融

资 
14,585.39 9,784.86 4,800.53  49.06  本期销售商品应收款项融资增加 

其他应收款 1,530.57 2,501.40 -970.83  -38.81  
本期应收增值税退税款及应收利

息减少 

存货 30,282.91 44,515.19 -14,232.28  -31.97  本期燃煤库存下降 

递延所得税

资产 
10,437.51 16,129.51 -5,692.00  -35.29  

本期燃气发电业务盈利减少可抵

扣亏损，递延所得税资产相应减

少 

短期借款 196,886.76 79,440.80 117,445.96  147.84  本期流动资金借款增加 

应交税费 14,289.78 21,546.49 -7,256.71  -33.68  
本期应交企业所得税及应交增值

税减少 

其他应付款 92,243.96 233,276.07 -141,032.11  -60.46  
本期支付神化福能 49%股权部分

投资款 

租赁负债 28,453.13  28,453.13  100.00  
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海上风电

设备融资租赁调整至本项目列报 

长期应付款 111.19 28,564.32 -28,453.13  -99.61  

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海上风电

设备融资租赁调整至“租赁负债”

项目列报 

其他综合收

益 
102.91 -554.88 657.79  118.55  

本期持有的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其他权益工具市值上升 

3.1.2合并利润表项目主要项目变动及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

增减 

比上年同期

增减（%）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283,772.64  162,941.22   120,831.42   74.16  

本期燃气发电机组替代电量、自

发电上网电量、供热量、纺织产

品销量同比增加 

营业成本  203,854.79  142,859.01   60,995.78   42.70  

本期燃气发电机组替代电量、自

发电上网电量、供热量、纺织产

品销量同比增加 

税金及附加   2,141.51   1,237.01   904.50   73.12  
本期计缴的增值税附加税、环保

税等同比增加 

研发费用   453.96   56.49   397.47   703.61  
本期子公司南纺卫材及龙安热电

研发投入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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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   16,003.25   4,367.89   11,635.36   266.38  
本期按权益法确认的联营企业投

资收益同比增加 

信用减值损

失（损失以

“-”号填列）  

 -425.09   -247.40   -177.69   -71.82  
本期纺织业务计提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同比增加 

资产减值损

失（损失以

“-”号填列）  

 -185.78   -672.73   486.95   72.38  
本期纺织业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同比减少 

营业外收入   140.34   320.00   -179.66   -56.14  本期废旧物资处置收益同比减少 

营业外支出   121.72   30.75   90.97   295.84  本期废旧物资处置损失同比增加 

利润总额   76,779.26   7,672.30   69,106.96   900.73  

（1）本期燃气发电机组电量替代

收益同比增加；（2）上网电量、

供热量同比增加，自发电及供热

业务盈利同比增加；（3）按权益

法确认的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同比

增加。 

所得税费用   11,657.73   -654.91   12,312.64   1,880.05  
本期公司盈利同比增加，所得税

费用相应增加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

利润  

 55,035.60   11,070.45   43,965.15   397.14  
本期公司盈利同比增加，归母净

利润相应增加 

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

额 

 657.79   -708.85   1,366.64   192.80  

本期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市

值上升，其他权益工具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增加 

3.1.3合并现金流量表顶目主要项目变动及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增

减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1,502.95   16,976.85   74,526.10   438.99  
本期燃气发电机组电量替代业务

现金流入同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7,083.44  -84,693.73  -182,389.71   -215.35  
本期股权投资及项目建设支付的

现金同比增加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78,697.50  -21,241.46   299,938.96   1,412.04  
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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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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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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必信 

日期 2021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