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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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凤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解宏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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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8,060,828.07 8,675,859,329.55 -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76,622,385.92 2,446,450,848.01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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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476,903.81 -380,125,06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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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805,650.62 398,190,686.18 8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828,462.09 -103,199,658.7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0,311,074.66 -104,535,188.5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0 -4.3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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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4.1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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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7,5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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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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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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出 4,0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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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381.72  

所得税影响额 -197,596.25  

合计 482,6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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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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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电集团南京电力自

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379,295,472 54.55 0 无 0 国有法人 

尉氏纺织有限公司 4,186,500 0.60 0 无 0 未知 

上海中油云峰航运石

油供应有限公司 
2,087,600 0.30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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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利红 1,399,000 0.20 0 无 0 未知 

黄立明 1,302,400 0.19 0 无 0 未知 

朱培华 1,300,000 0.19 0 无 0 未知 

刘传杰 1,130,358 0.16 0 无 0 未知 

金文华 1,027,700 0.15 0 无 0 未知 

宗祥云 1,012,600 0.15 0 无 0 未知 

徐江华 968,400 0.14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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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电集团南京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

司 
379,295,472 人民币普通股 379,295,472 

尉氏纺织有限公司 4,186,500 人民币普通股 4,186,500 

上海中油云峰航运石油供应有限公司 2,087,600 人民币普通股 2,087,600 

任利红 1,3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9,000 

黄立明 1,30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2,400 

朱培华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刘传杰 1,130,358 人民币普通股 1,130,358 

金文华 1,02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7,700 

宗祥云 1,012,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2,600 

徐江华 968,400 人民币普通股 968,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华电集团南京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

司与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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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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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期末金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率  
 变动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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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589,778,414.98 1,305,097,344.40 -715,318,929.42 -54.81% 说明：1 

存货 1,081,804,395.18 828,322,467.78 253,481,927.40 30.60% 说明：2 

其他流动资

产 
33,153,885.85 13,546,594.17 19,607,291.68 144.74% 说明：3 

应交税费 19,964,888.16 95,736,488.61 -75,771,600.45 -79.15% 说明：4 

其他流动负

债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100.00% 说明：5 

长期借款 52,000,000.00 163,000,000.00 -111,000,000.00 -68.10% 说明：6 

说明： 

1、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采购款、支付各项税款及到期偿付借款所致。 

2、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增加备货所致。  

3、主要原因是本期待抵扣的增值税较期初有所增加所致。 

4、主要原因是本期缴纳了上年末计提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所致。 

5、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兑付了到期的超短期融资券。 

6、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年初资金充足，已经提前结清部分长期借款。 

 

（2）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率 
 变动说

明  

营业收入 752,805,650.62 398,190,686.18 354,614,964.44 89.06% 说明：1 

营业成本 572,844,992.70 315,995,831.97 256,849,160.73 81.28% 说明：2 

税金及附加 7,285,082.10 2,978,329.61 4,306,752.49 144.60% 说明：3 

研发费用 72,146,504.51 52,307,671.03 19,838,833.48 37.93% 说明：4 

财务费用 5,365,794.82 15,352,155.56 -9,986,360.74 -65.05% 说明：5 

投资收益 -1,511,712.47 -8,287,909.29 6,776,196.82 不适用 说明：6 

所得税费用 7,666,493.08 4,441,660.76 3,224,832.32 72.60% 说明：7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

利润 

-69,828,462.09 -103,199,658.72 33,371,196.63 不适用 说明：8 

少数股东损

益 
17,064,668.81 -16,622,950.57 33,687,619.38 不适用 说明：9 

说明： 

1、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受疫情影响所致。 

2、主要原因是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3、主要原因是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4、主要原因是公司一季度较上年同期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所致。 

5、主要原因是公司一季度贷款较上年同期减少，融资成本下降所致。 

6、主要原因是一季度公司联营企业南京华启置业有限公司盈利所致。 

7、主要原因是一季度公司部分子公司盈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8、主要原因是一季度公司部分子公司盈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9、主要原因是一季度公司部分子公司盈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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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率  
 变动说

明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1,065,866,614.82 686,234,946.62 379,631,668.20 55.32% 说明：1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2,586,108.41 73,973,879.16 28,612,229.25 38.68% 说明：2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12,661,305.48 3,162,214.24 9,499,091.24 300.39% 说明：3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100,000,000.00 309,900,000.00 -209,900,000.00 -67.73% 说明：4 

收到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000.00 65,000,000.00 -64,900,000.00 -99.85% 说明：5 

分配股利、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8,516,903.44 16,631,624.71 -8,114,721.27 -48.79% 说明：6 

说明： 

1、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回款较上期有所增加所致。 

2、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期有所增加所致。 

3、主要原因是本期固定资产投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4、主要原因是本期置换存量贷款同比减少所致。 

5、主要原因是本期票据贴现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所致。 

6、主要原因是本期财务费用同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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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2021年3月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建议公司2020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

润分配方案如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总股本695,265,184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4,763,259.20元（含税）。如在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

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相关公告刊登在 2021 年 3 月 26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并同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2、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京尚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广

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涉案金额为人民币货款9,440,500 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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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2018年6月8日，公司接到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为终审判决，维

持原判。由于执行过程中广大信息未能按照生效判决书的内容履行付款义务且广大信息的原股东

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因此尚安数码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0年公司收到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本案发回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重审。 

目前，案件尚在进行中。 

相关公告于2014年6月5日、2015年4月25日、2016 年3月23日、2017年12月30日、2018年5月5

日、2018年6月9日、2019年7月26日、2020年6月6日、2020年9月2日、2020年12月2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公司与西藏智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因工程合同纠纷向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公司为仲裁申

请人，请求裁决被申请人退还申请人多付的工程款1,907.8231万元，支付违约金305.235万元。2021

年3月，公司收到南京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裁决书》。 

目前，本案尚在执行中。 

相关公告于2016年5月18日、2021年3月1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4、公司子公司南京国电南自城乡电网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衡阳白沙洲光伏电源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共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衡阳白沙洲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向法院

提起诉讼，南京国电南自城乡电网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为原告。涉案金额为工程款 512.5 万元及

违约金。  

目前，案件处于审理中。  

相关公告于2017年6月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5、公司子公司南京国电南自城乡电网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因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南京国电南自城乡电网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为原告。涉案金

额为工程款1430万元及违约金。 

目前，本案件再审已审结，案件尚在执行中。 

相关公告于2017年6月3日、2018年 1月27日、2018年3月14日、2018年5月29日、2018年8月1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6、公司因与敦煌市清洁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工程合同纠纷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公司为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涉案金额为工程款2732.65万元及利息。公司已收到最高人民

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目前，本案尚在执行中。  

相关公告于2017年11月25日、2018年1月19日、2018年5月9日、2018年8月30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7、公司因与上海电力安装第二工程公司及敦煌市清洁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工程合同纠纷，

申请加入两被申请人诉讼中。公司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请求判令两被申请人共

同向申请人支付设备款 3360万元，延期付款利息398.37万元。公司已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的

《民事判决书》。 

目前，本案尚在执行中。 

相关公告于2017年11月25日、2018年8月30日、2019年3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8、公司子公司南京国电南自城乡电网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安徽建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城乡电网公司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欠工程款项

人民币3,251.25万元及利息。公司已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出具的《民事调解书》。

因安徽建拓未能履行生效调解书条款，城乡电网与安徽建拓、及安徽建拓股东苏州华天国科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中合知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并计提减值，相关事项已经第七届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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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2019年12月，公司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

书》，终结法院作出的（2017）皖01民初698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 

目前，案件尚在执行中。 

相关公告于2018年3月14日、2018年12月1日、2019年8月6日、2019年8月30日、2019年12月3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9、公司与泰州中电能源有限公司因工程合同纠纷向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公司为仲裁申请人，

涉案金额为设备和工程款83,670,738.8元及利息，律师费90万元，差旅费5万元。公司已收到南京

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2月3日出具的《调解书》，就此案件双方达成调解。 

目前，案件尚在执行中。 

相关公告于2018年3月14日、2018年12月5日、2019年12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10、公司全资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南京南自成套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因与上海春申汽配市场有限公

司、金盛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输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及上海飞隆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存在

买卖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南自成套为原告，涉案金额为货款人民10,024,000元及逾期付

款利息。2020年5月，公司收到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0年9月，公司

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 

目前，案件尚在执行中。 

相关公告于2019年9月12日、2020年5月23日、2020年9月1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11、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将镇江协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协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分别

诉至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两起案件合计涉案金额为货款36,978,164.24元及违约金。2021年3

月，公司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南京协鑫二审《民事判决书》、及苏州工业园区

人民法院出具的镇江协鑫一审《民事判决书》。 

目前，案件尚在进行中。 

相关公告于2020年6月20日、2020年10月28日、2021年3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12、公司与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中，涉案金额为材料款8,591,398.07元

及逾期付款利息107,779元。 

目前，案件尚在进行中。 

相关公告于2020年12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2006年4月17日公司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公司控股股东华电集团南京电力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原名为国家电力公司南京电力自动化设备总厂）特别承诺如下：为充分调动公司

管理层的积极性，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后，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部门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提出规范性意见后十二个月内，华电集团南京电力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支持国电南自制订并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在国电南自股权激励制度的制订、审批、

表决过程中，华电集团南京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将利用其控股股东地位，推动公司董事会研

究、制订适合公司具体情况的股权激励制度，积极争取有权部门的批准，并在股东大会表决中对

此议案投赞成票。承诺时间自 2006 年 4 月 25 日至今。截止本报告公告日止，公司未有违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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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承诺的情形。目前，公司尚在参照国资委及有权部门的相关规定，探讨、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

计划可行方案。 

截止本报告公告日止，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所涉及的承诺事项均及时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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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年初至半年度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为亏损，本年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公司累

计净利润预计为盈利。主要原因是公司联营企业南京华启置业有限公司投资的房地产项目预计在

2021年6月实现销售，公司预计在2021年6月份实现投资收益和处置收益。 

 

公司名称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凤蛟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