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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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志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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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8,233,607.14 4,586,034,899.70 -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598,792,542.44 2,617,818,762.62 -0.73 

期末总股本 590,793,578.00 590,793,578.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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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506,333.50 -180,450,798.46 -1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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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49,677.65 102,944,825.44 2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677,204.08 -16,362,675.35 5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4,145,809.85 -21,222,703.97 33.3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30 -0.80 增加 0.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3 -0.031 58.2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3 -0.031 58.20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204.97 万元，同比增长 28.27%，主要是随着公司承建项目

建设完成后，项目验收结转收入增加所致；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为-767.72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53.0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414.58 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33.35%。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436,823.36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75%；

归属于上市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259,879.25 万元，较上年度末下降 0.73%。2021 年一季度整体经

营成果良好，实现新签合同签订额 1.28 亿、新增中标项目金额 3.67 亿、项目回款额 1.48 亿元，

同比去年各项经营指标均有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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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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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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8,38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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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397.3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5,089.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931.03  

所得税影响额 -833,206.94  

合计 6,468,6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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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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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志雄 239,181,429 40.48 0 质押 142,580,000 
境内自

然人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9,897,679 5.06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9,897,678 5.06 0 无 0 其他 

刘志强 18,334,914 3.1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10,433,055 1.77 0 无 0 其他 

刘妍婧 8,488,080 1.44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刘元霞 1,657,500 0.2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何志东 1,571,990 0.27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张全合 1,513,800 0.2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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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国 1,508,800 0.2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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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志雄 239,181,429 人民币普通股 239,181,429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9,897,679 人民币普通股 29,897,679 

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9,897,678 人民币普通股 29,897,678 

刘志强 18,334,914 人民币普通股 18,334,914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0,433,055 人民币普通股 10,433,055 

刘妍婧 8,488,080 人民币普通股 8,488,080 

刘元霞 1,65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7,500 

何志东 1,571,990 人民币普通股 1,571,990 

张全合 1,51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513,800 

李长国 1,50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8,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已知股东吴志雄先生、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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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无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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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本报告期合并资产负债表较上期期末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年末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交 易 性 金

融资产 
5,409,382.65 329,998,597.50 -98.36 

主要系报告期内赎回理财产品

所致 

预付款项 16,974,930.78 28,732,310.81 -40.92 
主要系报告期内采购预付款项

减少所致 

其 他 流 动

资产 
223,257,097.65 141,696,313.24 57.56 

主要系报告期内逾期长期应收

款重分类至此科目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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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权 资

产 
23,610,208.14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执行新租赁准则

确认符合条件的使用权资产所

致 

短期借款 127,541,758.33 28,532,034.02 347.01 主要系报告期新增借款所致 

应 付 职 工

薪酬 
27,061,829.29 74,109,040.87 -63.48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上年末计

提的职工薪酬所致 

其 他 应 付

款 
12,720,656.77 23,093,823.47 -44.9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日常业务

应付款所致 

其 他 流 动

负债 
28,396,890.96 139,137,329.08 -79.59 

主要系报告期内附回售选择权

金融工具摊余成本减少所致 

租赁负债 23,058,280.4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租赁准

则核算列报尚未支付的租赁付

款额现值 

长 期 应 付

款 
31,273,374.87 2,313,374.87 1,251.85 

主要系报告期新增长期应付股

权收购款所致 

 

3.3 本报告期合并利润表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幅

度（%）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88,360,597.75 59,618,172.17 48.21 
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

加所致 

财务费用 -12,835,243.55 -5,871,165.94 -118.61 

主要系报告期内长期应收款

未确认融资收益摊销增加所

致 

其他收益 11,394,330.36 7,732,417.99 47.36 
主要系报告期内增值税即征

即退及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117,876.36 -786,458.61 -42.14 

主要系报告期内理财收益减

少及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损失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22,365.62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交易性金融

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

失 
-4,117,827.85 3,309,143.64 -224.44 

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

失 
2,317,556.31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同资产计

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95,021.48 57,531.51 65.16 
主要系报告期内对外捐赠支

出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574,415.39 3,352,641.01 -117.13 
主要系报告期上年同期确认

的递延所得税增加所致 

 

3.4 本报告期合并现金流量表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 变动幅 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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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度（%）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62,506,333.50 -180,450,798.46 -100.89 
主要系报告期内采购支出、经

营活动支出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9,770,868.17 -355,491,486.48 147.76 
主要系报告期内赎回理财产

品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7,103,656.47 -5,778,690.85 3,164.77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借款

增加所致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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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19-048）。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52），于2019年7月25日披露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4）。2020年6月3日，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及延长实施期限的

议案》，将原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期限延长至2021年6月9日，回购用途变更为于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公告编号：2020-071），其他回购公司股份进展公告内容可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10,433,0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7%，成交最低价格为8.57元/股，成交最高价格为12.24元/股，

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1,158,836.44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3.6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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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志雄 

日期 2021 年 4 月 27 日 

 

 


