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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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孙玮恒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方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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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97,693,159.

68 

114,512,429,461.

74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774,693,757.2

1 

67,848,525,947.2

5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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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130,253.22 1,520,358,310.48 -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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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9,651,863.3

9 

8,695,418,836.13 6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2,867,716.03 558,900,073.09 8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3,860,828.97 638,724,534.24 50.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 0.87 增加 0.66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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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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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494,96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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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70,7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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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21.4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823,2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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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6,771.12 

所得税影响额 -30,416,780.05 

合计 89,006,88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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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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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9,312,667,001 68.47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573,115,691 4.21 0 未知  国有法人 

浙江浙能兴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500,500,000 3.68 0 无  国有法人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211,809,000 1.56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1,018,687 0.89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1,340,300 0.82 0 未知  国家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76,094,591 0.56 0 未知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76,094,591 0.56 0 未知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76,094,591 0.56 0 未知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75,726,687 0.56 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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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9,312,667,001 人民币普通股 9,312,667,001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573,115,691 人民币普通股 573,115,691 

浙江浙能兴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500,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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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211,80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809,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1,018,687 人民币普通股 121,018,68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1,34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340,3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76,094,591 人民币普通股 76,094,591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76,094,591 人民币普通股 76,094,591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6,094,591 人民币普通股 76,094,591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75,726,687 人民币普通股 75,726,6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浙能兴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浙江省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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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17,112,537.14 -100.00 系应收银行承兑票据

减少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366,758,388.17 957,273,883.38 42.78 主要系具有贴现、背书

意图对的应收银行承

兑汇票增加所致。 

存货 3,622,572,723.58 2,734,002,157.61 32.50 主要系燃煤库存增加

所致 

合同负债 417,083,251.95 244,331,326.50 70.70 主要系预收燃料款、供

热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1,273,574,967.08 3,332,199,001.79 
-61.78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借款减少所致。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4,459,651,863.39 8,695,418,836.13 66.29 主要系发电量增加所

致。 

营业成本 13,203,101,969.95 7,831,156,952.44 68.60 主要系发电量增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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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耗煤量增加及煤价

上涨所致。 

营业利润 1,282,665,753.95 634,111,938.27 102.28 主要系发电收入及投

资收益增加所致。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15,668,456,525.57 11,079,669,516.06 41.42 主要系发电收入增加

所致。 

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12,637,753,080.14 7,776,363,294.92 62.51 主要系燃煤采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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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浙江浙能普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合

作设立诸暨浙能普华恒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诸暨恒泰”），专项投资

于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恒环境”）。该投资事项的有关情况详见2021年1

月12日本公司公告。根据诸暨恒泰与康恒环境老股东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诸暨恒泰出资

439,580,220.00元受让康恒环境21,548,050股股份，占康恒环境股份总数的4.43%。详见2021年3

月13日本公司公告。 

 

2、公司于2020年10月12日、10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浙能电力受让锦江环境25.62%股份并触发要约收购的议案》，

该收购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0年10月13日本公司公告。截止本次交易的最后截止日（《股

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后六个月届满之日，即2021年4月12日），本次交易的先决条件未获得满足。

公司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终止受让浙能锦江环境控股有限公司25.62%股份，相关情况

详见2021年4月14日本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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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孙玮恒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