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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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朱钰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卢文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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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1,153,501.01 2,516,805,983.27 1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4,904,967.44 89,876,563.15 7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8,011,916.05 41,560,804.59 256.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7,776,416.47 548,789,501.53 12.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45 0.0665 72.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45 0.0665 72.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7% 1.85%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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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78,250,788.94 28,202,595,397.14 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81,613,539.08 5,727,844,983.96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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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5,1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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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7,2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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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088.4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5,658.3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50,937.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88,848.87  

合计 6,893,05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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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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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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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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其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93% 783,413,333 783,413,333 质押 775,472,176 

协鑫创展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7% 86,204,109 0 质押 86,204,109 

成都川商贰号股

权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5% 56,114,718 56,114,718   

江苏一带一路投

资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5% 56,114,718 56,114,718   

苏州工业园区秉

颐清洁能源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5% 56,114,718 56,114,718   

肖秀艮 境内自然人 0.71% 9,665,500 0   

柯素华 境内自然人 0.61% 8,296,931 0   

雷显炳 境内自然人 0.38% 5,158,95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1% 4,134,574 0   

杨明焕 境内自然人 0.28% 3,769,3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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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鑫创展控股有限公司 86,204,109 人民币普通股 86,20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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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秀艮 9,665,500 人民币普通股 9,665,500 

柯素华 8,296,931 人民币普通股 8,296,931 

雷显炳 5,158,950 人民币普通股 5,158,95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34,574 人民币普通股 4,134,574 

杨明焕 3,769,300 人民币普通股 3,769,300 

中恒泰安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

司－中恒三和玖玖 5期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3,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 

刘玉泉 2,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90,000 

蒋荃 2,794,061 人民币普通股 2,794,061 

赵娟 2,674,900 人民币普通股 2,674,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海其辰及协鑫创展实际控制人均为朱共山先生，秉颐清洁能源实际控制人为朱共山先

生一致行动人朱钰峰先生，协鑫创展、秉颐清洁能源为上海其辰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1、股东肖秀艮，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665,5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665,500 股。 

2、股东柯素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296,931 股，实际合计持有 8,296,931 股。 

3、股东雷显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158,95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158,950 股。 

4、股东杨明焕，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769,3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769,3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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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期末余额 变动 

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其他应收款     446,557,681.59  273,936,385.72  63.02% 主要系本期处置了榆林亿鸿新能源有限公司，期

末应收股转款，往来款和股利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2,235,500,611.32  3,770,973,922.47  -40.72% 主要系本期部分风电项目陆续投入运营，从在建

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使用权资产 3,484,331,558.72 0.00 100.00% 根据新租赁准则，确认使用权资产。 

应付职工薪酬     122,761,216.70  204,248,266.99  -39.90% 2020年底计提的年终奖本期发放，导致应付职工

薪酬余额下降。 

租赁负债 2,984,913,296.88 0.00 100.00% 根据新租赁准则，确认租赁负债。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 

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20,636,023.76 15,135,167.68 36.34% 主要系本期缴纳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增加所

致。 

销售费用 9,817,439.33 6,013,162.91 63.27% 主要系本期公司综合能源服务市场开拓力度加

大，销售费用相应增长。 

研发费用 3,621,449.29 516,273.88 601.46% 主要系本期公司研发项目增加，对应的研发支出

也相应增长。 

财务费用 202,766,276.41 153,364,352.14 32.21% 主要系公司投建的风电和燃机等发电项目陆续

转运营，费用化的利息支出同比增加较多。 

投资收益 66,039,580.97 11,252,219.38 486.90% 主要系本期确认的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同比增加

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56,088.45 2,571,866.54 -62.83% 公司上期签订的外币远期合约和利率掉期合约，

用以管理美元借款的外币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

产生部分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该等合约均已

到期。导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下降。 

信用减值损失 -1,350,364.82 -2,923,761.03 53.81% 主要系本期确认的应收款项减值损失同比较小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5,076,139.16 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对部分停止开发的项目计提减值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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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收益 -1,696,660.37 54,424.78 -3217.44% 该科目整体发生额较小。本期处置了部分资产，

产生损失，去年同期为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664,913.62 66,156,182.01 -98.99% 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较多，主要系去年同

期确认的南京热电关停补偿金额较大，本期未发

生相关事项。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54,904,967.44 89,876,563.15 72.35% 主要系公司投建的相关风力发电等项目陆续并

网转入运营，装机规模同比有较大上升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 

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17,776,416.47  548,789,501.53  12.57%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有所增

加，主要系经营业绩较好，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2,938,391.96 -236,015,833.58 -24.12% 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金额同比

有所增加。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到下属子公司南京

协鑫生活污泥发电有限公司的拆迁补偿款1亿，

导致本期投资活动现金流入金额同比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9,881,920.64 177,786,427.06  -77.57% 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同比有所下

降，主要系借款、融资租赁等融资净额较同期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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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的议案》。 截至2021年4月9日，公司已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

审查通知书》（[2021]15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

决定终止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2、公司分别于2021年3月2日和2021年3月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收购吕梁北方电力云顶山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股权转让手续尚

在办理中。 

3、 2021年3月31日，公司在北京召开移动能源战略转型发布会，并与中金资本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

作将以充换电站一体化解决方案、充换电站运营及能源服务、电池梯次利用等产业为核心业务，中金资本为公司提供全方面

金融服务，共同打造高效、经济、绿色的出行生态，助力公司成为全球领先的移动能源服务商。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双方合

作的具体方案尚在进一步洽谈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高州协鑫燃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并网发电的公告 2021 年 01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终止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

申请材料的公告 
2021 年 01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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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2021 年 01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20 年度业绩预告 2021 年 01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中马产业园热电项目并网发电的公告 2021 年 01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2021 年 02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收购吕梁北方电力云顶山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1 年 03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暨再质押的公告 2021 年 03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2021 年 03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拟与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的公告 
2021 年 03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子公司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的公告 2021 年 03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进展公告 2021 年 04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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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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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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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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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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报告期新

增占用金

额 

报告期偿

还总金额 
期末数 

截至季报

披露日余

额 

预计偿还

方式 

预计偿还

金额 

预计偿还

时间（月

份） 

协鑫集团

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

公司 

2019 年至

2020 年 
违规占用 19,303.59 0 19,303.59 0 0 -- 0 -- 

合计 19,303.59 0 19,303.59 0 0 -- 0 -- 

期末合计值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0.00% 

相关决策程序 不适用 

当期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原因、责

任人追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措施

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无新增占用资金金额。截止 2021 年 3 月 5 日，协鑫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已

全部偿还占用资金本金及占用期间利息 20,834.42 万元，其中本金 19,303.59 万元，资金

占用期间利息 1,530.83 万元。 

协鑫能科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加强内控制度的执行，严格执行资金支付制度，

提升规范运作水平，杜绝资金占用问题，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提升上市公司质

量。协鑫能科还将督促相关人员认真学习证券法律法规，加强合规意识，提高规范运作

水平。针对此类事项自查自纠自改，杜绝类似违规事项的发生，促进公司健康、稳定、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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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的原因、责任追究情况及董事

会拟定采取的措施说明 

不适用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

核意见的披露日期 
2021 年 04 月 09 日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

核意见的披露索引 

公告名称：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 

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大华核字[2021] 004722 号”；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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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 

苏州市工业园

区新庆路 28 号

协鑫能源中心

三楼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海通证券：公用

煤炭首席分析

师吴杰，环保公

用事业分析师

戴元灿 

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沈

强就公司经营

情况做了简要

介绍，公司高管

与投资者就公

司未来发展方

向、经营情况、

建设项目等方

面进行了互动

交流。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

于 2021 年 1 月 24 日

刊登在深交所互动易

（ irm.cninfo.com.cn 

）的《2021 年 1 月 2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2021 年 03 月 31

日 

北京三里屯通

盈中心洲际酒

店 

其他 机构 

华泰证券、开源

证券、光大证

券、中金公司、

申银万国、长江

证券、长城证

券、方正证券、

太平洋证券、财

通证券、长江证

券 、海通证券、

天风证券、兴业

证券、西南证

券、中银证券、

西部证券、国金

证券等 

公司本次战略

发布会在北京

举行，共邀请多

家专业投资机

构参会，公司高

管与投资者就

《协鑫能科移

动能源战略转

型》等话题进行

了充分说明和

交流。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

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

刊登在深交所互动易

（ irm.cninfo.com.cn 

）的《2021 年 3 月 3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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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钰峰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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