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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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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秦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庆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强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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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52,535,826.52 345,169,428.61 3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4,418,618.54 62,938,171.71 1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0,617,185.03 60,490,074.59 16.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112,656.21 67,460,827.51 -73.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0 0.0208 0.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0 0.0208 0.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 1.53% -0.1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109,056,079.97 11,034,643,347.73 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84,555,694.09 4,466,580,126.96 25.0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4,552,346.0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341,357.35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72,495.5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23,510.1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53,443.27  

减：所得税影响额 283,438.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46,411.92  

合计 3,801,433.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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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6,08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40.39% 1,530,000,000 1,530,000,000   

南网建鑫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绿色能源混改股权投

资基金（广州）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6.42% 621,818,182 621,818,182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56% 400,000,000 400,000,000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7% 150,303,030 150,303,030   

广东省广业绿色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7% 150,303,030 150,303,030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5% 107,878,788 107,878,788   

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5% 70,000,000 70,000,000   

张佳 境内自然人 0.31% 11,632,732    

张新 境内自然人 0.16% 6,125,769    

王震军 境内自然人 0.11% 4,345,1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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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张佳 11,632,732 人民币普通股 11,632,732 

张新 6,125,769 人民币普通股 6,125,769 

王震军 4,345,100 人民币普通股 4,345,100 

郑桃英 3,579,100 人民币普通股 3,579,1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243,992 人民币普通股 3,243,992 

朱国瑞 3,225,065 人民币普通股 3,225,065 

杨莘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 

许友枝 2,085,700 人民币普通股 2,085,700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汯朱庇特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6,000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1,760,929 人民币普通股 1,760,9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其控股子公司合计持有绿色能源混改股权投

资基金（广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7.64%股份。 

2、广东省广业绿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3、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1、张佳通过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1,632,732 股股份； 

2、张新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6,125,769 股股份； 

3、王震军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4,345,100 股股份； 

4、郑桃英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579,100 股股份。 

注：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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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变动比率（%） 重大变化说明 

货币资金 1,025,813,375.92  507,769,040.19  102.02 

主要系公司2021年1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募集资金净额104,355.69万元，导致报告期末货币资

金余额较上年末大幅增加。 

预付款项 38,172,946.68  16,059,820.52  137.6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因节能设备销售业务所需，根据

合同约定预付清洁供暖设备采购款，采购商品尚未到

货，预付款项余额较上年末增多。 

使用权资产 161,640,111.79 0.00 —— 

主要系公司自2021年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并采用“简化

的追溯调整法”，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导致使用权

资产较上年末发生重大变化。 

应付职工薪酬 22,755,042.59  12,378,460.54  83.83 

主要是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家实施社保减免政

策，2020年末公司应付职工社保薪酬减少。另本报告

期内，公司计提的季度绩效工资，截至报告期末尚未

发放完毕，导致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大幅增加。 

应交税费 35,246,094.43  52,797,062.92  -33.24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依法汇缴2020年个人所得税，导致

应交税费余额较上年末有所下降。 

租赁负债 435,411,979.08 0.00 —— 

主要系公司自2021年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并采用“简化

的追溯调整法”，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导致租赁负

债较上年末发生重大变化。 

长期应付款 441,622,236.84  857,843,574.91  -48.52 

一是，公司自2021年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根据新租赁

准则要求融资租赁款项不在长期应付款科目核算；二

是，公司于2021年初偿还部分资金拆借款，导致期末

长期应付款较上年末有所下降。 

资本公积 1,068,254,216.95  782,273,025.36  36.56 
主要系公司2021年1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导致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较上期末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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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率（%） 重大变化说明 

营业收入 452,535,826.52  345,169,428.61  31.11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积极拓展业务，各个领域业务

平稳健康发展，营业收入同比增加较快。另外，因新

冠疫情，公司2020年一季度营业收入的增长受到一定

程度的负面影响， 

税金及附加 931,389.71  450,388.86  106.80 
主要系公司2021年1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导致报告期内公司依法申报缴纳的印花税增加。 

销售费用 6,622,340.44  4,413,009.56  50.06 

主要系报告期内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张，一方面公司销

售人员的薪酬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投标费用增加，导

致销售费用发生额同比增加。 

财务费用 45,039,753.88  28,786,048.94  56.46 
主要系公司本期资金拆借规模同比扩大，导致财务费

用本期发生额同比增加。 

其他收益 5,618,700.92  2,813,013.31  99.74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广州市上市奖励补贴款300

万元，导致其他收益发生额同比增加。 

投资收益 3,788,159.31  6,325,343.18  -40.11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投资的联营企业经营效益较上期

下滑，公司因此确认的投资收益下降。 

资产处置收益 -536.33  585,621.82  -100.09% 主要系上期因公司出售固定资产取得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支出 4,883,027.09  100,414.97  4762.85 
主要系本期公司固定资产清理形成损失约456万元，导

致营业外支出发生额同比上期增加。 

所得税费用 9,364,070.86  6,809,771.83  37.51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同比扩大，经营利润同

比增长，导致当期所得税费用增加。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率（%） 重大变化说明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4,528,059.99  242,615,894.33  42.01 

主要系公司业务规模扩大，经营项目的采购、

税费及期间费用等支出增加，导致本期经营活

动现金流出同比增长。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112,656.21  67,460,827.51  -73.15 

主要系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无重大变化，但因业务规模扩大，经营有关

的采购、税费、期间费用等现金支出大幅增加，

进而导致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08,402,660.55  316,708,693.74  344.70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导致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大幅增加。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88,338,142.72  93,248,300.50  423.70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偿还的借款同比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920,064,517.83  223,460,393.24  311.7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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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净额 并上市，导致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入较上期大

幅增加。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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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3623号）核准，2021年 1月 14日，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757,575,757

股，募集资金总额 1,060,606,059.80 元，减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7,049,111.21 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 1,043,556,948.59 元，本次增资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

2021年 1月 14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7-4号）。公司股票已于 2021年 1月 19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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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募集资金总体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3623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57,575,757股，每股发行价人民币1.4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60,606,059.80元，扣除发行

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17,049,111.21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43,556,948.59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54,832.55 万元（包括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报告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建筑节能服务拓展项目  34,163.69   34,163.69   4,878.23  17,917.92  52.45% 2023-1-23 

分布式光伏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40,746.00   40,746.00   1,502.58  17,639.23  43.29% 2021-12-31 

生物质气化供热项目（河南长领食

品有限公司生物质气化技术改造项

目） 

 2,163.00   2,163.00  0.00   1,698.07  78.51% 2020-9-27 

城市照明节能服务拓展项目  2,283.00   2,283.00   274.03   1,687.52  73.92% 2021-12-31 

偿还银行贷款  25,000.00   25,000.00   10,000.00   15,000.00  60.00% —— 

承诺投资项目合计  104,355.69   104,355.69   16,654.84  53,942.74  -- -- 

注：1、上表中“本报告期投入金额”不包括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2、上表中生物质气化供热项目已建完投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节余资金将在完成项目竣工结

算并履行审批程序后永久补流或用作其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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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2月8日，公司召开一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37,287.90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调整情况 

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公司将分布式光伏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和城市照明节能服务拓展项目达

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后调整至2021年12月31日。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及实施进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 

（3）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实施地点变更、实施方式

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等情况。 

3、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经公司一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使用不超过67,527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情况详见2021年2月9日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1）。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一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情况以“协定存款”和“通知存款”形式对募集资金

进行了现金管理，具体情况详见2021年2月10日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六、对 2021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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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1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

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 年 01

月 26 日 

广州市天河区珠

江新城华穗路 6

号南方电网原调

度通信大楼 14 层

1412 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南网建鑫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李红亮、萧凤娜、

傅蔷、吴珈龄 

公司基本情况及业

务发展情况等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2021 年 1 月

26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编号：

2021-001） 

2021 年 02

月 26 日 

广州市天河区珠

江新城华穗路 6

号南方电网原调

度通信大楼 13 层

1313 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韩创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万炜 

公司市场竞争情

况、行业情况、主

营业务发展情况、

项目储备情况、未

来规划、激励机制

情况等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2021 年 2 月

26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编号：

202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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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03

月 04 日 

广州市天河区珠

江新城华穗路 6

号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瑞银证券 利林海；申万

宏源 王璐、刘晓宁；广

发基金 徐驰；华创证券 

黄秀杰；华金证券 雒

文；国金证券 牛波、李

阔；中科沃土 林茵；瑞

天投资  杨中一；乾惕

投资 彭聪；天岸马投资 

李长颖；博道基金 傅之

浩；恒复投资 张涛；中

欧基金：王培 

公司业务定位及战

略目标、市场空间、

主营业务模式、业

务分布区域、项目

建设周期等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2021 年 3 月

4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编号：

202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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