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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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何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婉如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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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10,873,938.82 25,130,454,747.55 -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40,045,601.66 6,196,900,542.16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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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387,789.53 -102,509,1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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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070,905.49 1,508,706,491.19 2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102,236.63 67,830,038.49 10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351,475.26 50,206,962.52 187.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5 1.18 增加 1.0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6 1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6 100.00 

 

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中标工程合同 31.29亿元，同比增长 106.40%。新增签订工程合同 27.83

亿元，同比增长 70%。一季度末公司在手工程合同 203.37亿元，运营资产预测合同收入及在手工

程合同已为公司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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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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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19,0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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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8,334.48 

 

债务重组损益 3,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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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8,537.4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813.7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5,284.44  

所得税影响额 5,092,527.09  

合计 -3,249,23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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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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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净实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93,375,544 18.09  质押 176,310,926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龙岩市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 
90,362,646 8.45  无  国有法人 

林荣 45,172,000 4.23  无  境内自然人 

西藏阳光泓瑞工贸有

限公司 
44,310,030 4.14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西藏阳光瑞泽实业有

限公司 
30,019,418 2.81  质押 30,019,418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南方全维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17,006,775 1.59  质押 14,112,725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1,105,288 1.04  无  其他 

平潭润垚实业有限公

司 
10,500,000 0.98  质押 10,5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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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第七期员工

持股计划 

9,759,390 0.91  无  其他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华润信托·捷昀

2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8,824,106 0.83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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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净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3,375,544 人民币普通股 193,375,544 

龙岩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90,362,646 人民币普通股 90,362,646 

林荣 45,1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172,000 

西藏阳光泓瑞工贸有限公司 44,310,030 人民币普通股 44,310,030 

西藏阳光瑞泽实业有限公司 30,019,418 人民币普通股 30,019,418 

上海南方全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7,006,775 人民币普通股 17,006,77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105,288 人民币普通股 11,105,288 

平潭润垚实业有限公司 10,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00,000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七期

员工持股计划 
9,759,390 人民币普通股 9,759,39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

托·捷昀 2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824,106 人民币普通股 8,824,1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18.09%的股权。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阳光瑞泽实业有

限公司及西藏阳光泓瑞工贸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74,329,448 股，公司总股本 6.95%，合计持有总公司总股

本的 25.04%。（2）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没有发生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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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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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账款  500,518,872.72   349,650,253.57   43.15  预付材料款、安装工程款增加所致 

使用权资产  164,542,868.44   
据新租赁准则由固定资产调至使用权

资产 

无形资产  2,020,339,996.45  1,192,425,032.34   69.43  本期平湖临港垃圾发电转固所致 

开发支出  5,015,896.22   10,012,430.19   -49.90  
本期研发支出资本化转为无形资产所

致 

应付职工薪

酬 
 55,563,747.10   164,927,131.50   -66.31  

本期支付上年计提未发放的年终奖所

致 

应交税费  113,322,978.99   306,491,739.32   -63.03  
本期缴纳期初应交增值税及企业所得

税所致 

长期借款  1,500,013,267.50   983,113,267.50   52.58  本期金融机构长期贷款增加所致 

租赁付债  133,472,288.01     
据新租赁准则由长期应付款调至租赁

负债 

长期应付款  94,024,541.35  206,798,845.85 -54.53 
据新租赁准则由长期应付款调至租赁

负债 

递延收益  334,336,299.59   234,940,427.80   42.31  本期收到智慧产业园政府补助所致 

其他综合收

益 
 160,569.65   -1,866,705.35  不适用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说明 

研发费用  90,174,694.56   69,118,856.15   30.46  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3,796,877.02   49,811,885.82   -32.15  
本据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理财利息收入

调至投资收益所致 

投资收益  7,075,962.62   -392,744.52  不适用 
本据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理财收入调至

投资收益所致 

信用减值损

失 
 30,867,793.58   101,398.79   30,341.97  

本期据新收入准则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由信用减值损失调至资产减值损失及

按账龄计提的坏账准备转回所致 

资产减值损

失 
 -19,995,487.60     不适用  

本期据新收入准则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由信用减值损失调至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处置收

益 
 -39,945,222.82   29,123.32  -137,258.89  本期平湖德长处置固定资产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506,294.34   1,313,302.52   -61.45  本期非经营性的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758,344.70   1,101,564.32   -31.16  上期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2,898,176.57   19,701,809.79   66.98  
本期按应纳税所得额计提的所得税增

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

益 
 2,796,559.44   846,783.10   230.26  

非全资子公司少数股东按股权比例计

算收益增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45,387,789.53   -102,509,145.55  不适用 
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293,372,953.97   -112,670,663.96  不适用 

本期购建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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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606,371.62  2,071,106,964.07   -100.71  上期收到发行可转债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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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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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媚 

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